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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phone:713-270-0177
Web: AkasakaTexas.com

Opening Hours:
Mon. - Thurs. :11:00 AM - 10:00 PM
Fri.、Sat.: 11:00 AM - 11:00 PM
Sun: 公休

6833 W. Sam Houston Pkwy.S. #109, Houston, TX 77072

Akasaka Japanese Restaurant & Lounge

Happy HourHappy Hour
All day (All day (全天全天))

(8號公路與百利交界 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
敦煌廣場隔鄰 步行距離

Appetizers : $3 - $10
Rolls : $4 - $9
Sushi(1pc) : $1 - $2.20
Sashimi(3pc) : $5 - $8
Drinks : $2 - $5

10%
OFF
有效期至

not include happy hour
6月30日2015年

星期六 2015年6月13日 Saturday, June 13, 2015

成人午餐 $9.69/人; 成人晚餐及週六、日全天 $12.89/人
60歲以上老人，平日中餐$8.39/人; 晚餐及周六、日全天$10.89/人

兒童(3-8歲) $5.99/人; 兒童(9-12歲) $7.99/人

$$1212..8989//成人晚餐成人晚餐 $$1010..8989//老人晚餐老人晚餐

慶祝父親節慶祝父親節慶祝父親節
666///202020、、、666///212121 全天供應鮑魚全天供應鮑魚全天供應鮑魚

$$55..9999//小孩小孩33--88歲歲 $$77..9999//小孩小孩99--1212歲歲
（不可與折扣券同時使用）

（本報記者黃梅子）6月20號就是端午節了，對於華人來說

，無論身處世界的哪一個角落，每逢佳節倍思親，而吃上地道的

應景家鄉美食，無疑是一解鄉愁的最好辦法。端午節吃粽子，而

最好吃的粽子是嘉興肉粽。

在休斯頓，丁師傅是一塊響當當的金字招牌。丁師傅的錦江

酒家和位於家樂超市內的家樂小廚生意都很火，食客如雲。而要

說做嘉興肉粽，則以丁師傅做的最正宗。丁師傅做的嘉興粽子，

糯而不糊，肥而不膩，香糯可口，鹹甜適中，可謂一絕。丁師傅

制作的嘉興肉粽按傳統工藝配方精制而成，選料十分講究，肉粽

采用上等白糯、後腿瘦肉、徽州伏箬，通過配料、調味、包紮、

蒸煮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別看小小一只肉粽，看似簡單，其實

頗見功夫。首先是制餡：包制鮮肉粽的餡，用的是肥瘦適中去皮

的腿肉，按橫絲紋切成長方形的小塊，然後放入盆內，不用醬油

浸拌，而是加入少量的食鹽、白糖、味精、白酒等，用手反復拌

搓，直到肉塊出現“小白泡”為止。這樣的肉餡煮熟後特別香嫩

，有火腿風味。如果按直絲紋切割，再用醬油一浸，肉不易煮酥

，吃起來還有點醬油味。第二道工序是淘米：糯米是包軋粽子的

主料，不僅講究米質好，而且淘米時有訣竅。就是淘得快，洗得

凈，最後用清水一沖，不再用手去攪拌。如此，過15分鐘左右

，米中積水就可以瀝幹了。因為淘過的米吸水量少，用醬油拌米

時，鹹味就容易吸收進去。第三道工序是燒煮：燒煮時也和一般

煮法不同，不是用冷水，而是用開水落鍋，不使粽子裏的味道走

失。丁師傅用上述方法包制出來的鮮肉粽，剛起鍋時削開箬殼，

放在瓷盆內，用筷子均勻地夾成四塊，塊塊有肉，糯而不爛。吃

起來鮮滋滋，油津津，油而不膩，獨具風味。

丁師傅出身科班，又在上海的五星級錦江飯店做過多年大廚

，來美國後也一直從事餐飲業，擅長各種中西菜肴，丁師傅的錦

江酒家以做上海菜而出名。前不久，家樂超市三顧茅廬，邀請丁

師傅出山來治理“家樂小廚”， 丁師傅果然出手不凡，為推廣

健康養生理念，丁師傅燒出了道道少糖、少鹽、少油的健康菜餚

，充分利用食材的原味，讓菜肴味美鮮甜。家樂小廚的優勢還在

於就在家樂超市裏面，家樂超市天天提供多樣化有機食品、百餘

種新鮮蔬果，所以家樂小廚的食材既新鮮又便宜，也能更多地讓

利給顧客。

想吃丁師傅親手

做的嘉興肉粽嗎？請

來丁師傅主理的錦江

酒家和位於家樂超市

裏的家樂小廚。既可

以一飽口福又可以一

慰鄉愁，豈不快哉？

錦江酒家：9968 Bel-

laire Blvd., #160（黄金

广场） ,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95-0985

糖城家樂超市welfresh

地址：4635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電話：281-313-8838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
多人長期腰痛背痛頸痛，這
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
椎間盤突出。椎間盤突出分
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
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
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主要
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
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
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突
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
脫”或“腰突”。它是指人
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
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
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
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
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
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
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多
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
腰骨底部疼痛，下肢放射性
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
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
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
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
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
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
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
。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
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
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
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

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
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
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
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
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
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
、肩部、上背部劇烈疼
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
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
，疼痛加重。肌力下降
，腱反射減弱或消失，
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
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
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
生治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
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
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
，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
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
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
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
，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
整個療程費用比手術治療時
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
術MRI診斷治療，病人躺在
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
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

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
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
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
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
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
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
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
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 址 ： http:txspinalcare.

com
主診所地址：9610 wes-

theimer road, Houston, Tex-
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
（8am -6pm）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夏季汽車保養秘

訣三

如果您整個冬天

沒怎麼用車或者

根本沒用過車，

請檢查冷卻液、

變速箱機油、差

速器機油、電動

轉向液和製動液

的液面高度，確

保沒有洩漏。此

外，您可能還需

要更換機油，因

為冬天發動機裡的機油容易變稠結塊。車裡的蓄

電池如果整個冬天都沒有工作過，也得充電或更

換。

夏季汽車保養秘訣四

漫長的冬季過後，底盤也要好好清洗一下。如果

您住的地方經常下雪，清洗底盤就更有必要了。

灑在路面用來化雪的食鹽可能會在車的底部結塊

，並腐蝕金屬部件。塊狀的污垢還會影響散熱，

使發動機和變速箱在運轉時溫度過高。

您可以用水管或高壓水槍來清洗汽車底盤。許多

洗車房和汽車美容店也會用高壓蒸汽清洗器為您

沖洗掉底盤上的污垢。

夏日行車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讓發動機保持適

宜的溫度。在介紹散熱器和冷卻液之前，讓我們

先看看軟管和皮帶。軟管與散熱器相連，可以在

散熱器和發動機機體之間來回輸送冷卻液，而皮

帶則連接著冷卻風扇。如果軟管破裂或者皮帶斷

裂，散熱器的溫度會迅速升高，汽車可能因此拋

錨。

檢查軟管，看看是否有裂縫、漏洞或者鬆動。軟

管應該是緊繃的。橡皮軟管會從裡到外逐漸腐蝕

老化，這一過程叫做電化學降解（ECD）。 [資

料來源：消費者報告] 一般靠近散熱器或發動機

管夾的軟管最容易老化。

皮帶破損一般用肉眼就能看出來，如果有老化的

跡象（例如皮帶分層）就應該更換皮帶。如果皮

帶過於光滑，也要小心。專家提示汽車在行駛3

萬英里之後，因皮帶故障而發生危險的機率會急

劇升高。

夏季汽車保養秘訣五

經過一個冬天，車的空氣濾芯可能被食鹽或其它

大塊殘留物堵住。這會降低車的燃油經濟性。換

下有污垢的空氣濾芯可將燃油經濟性提高10%。

可是究竟該何時更換空氣濾芯呢？一般來說，空

氣濾芯應每15000英里更換一次，但還應視具體

路況和空氣質量而定。如果您經常行駛在塵土飛

揚或者滿是碎石的道路上，空氣濾芯集塵的速度

肯定要比只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車輛要快。判斷

是否需要更換空氣濾芯的唯一方法就是取出濾芯

仔細檢查。

現在還沒有多久更換濾芯的標準。如果濾芯確實

很髒，那肯定要更換。如果您夏天準備經常用車

，那您最好還是更換一下，畢竟這東西也不是很

貴。

您是否已經準備好了在夏日的雨中開車？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夏季汽車保養秘訣（2）

端午節請品嘗丁師傅做的嘉興肉粽端午節請品嘗丁師傅做的嘉興肉粽！！

丁師傅親手做的嘉興肉粽丁師傅親手做的嘉興肉粽

（本報記者秦鴻鈞）走過了風風火火的25年， 「鳳城海鮮
酒家」所有的菜色和排場，至今仍是全休市人的驕傲。在他們寬
敞華麗的廳堂裡，擠滿了中外各族裔的老饕們，他們為 「鳳城」
老闆馮海 「百變」的廚藝所沉迷，所有的菜色，在馮老闆的妙手

下，都是顧客們的驚喜
和驚歎。今年六月，
「鳳城海鮮酒家」舉行

25週年店慶，推出波士
頓龍蝦特價酬賓，全天
只要 15.99 元，及馮老
闆最新，最具氣勢的全
家福菜—— 「大獲全勝
」，帶給您無比的驚喜
，也挑戰您的味蕾。

馮海的 「乾宮保龍
蝦」是休士頓獨家招牌
菜，大家吃慣了龍蝦的
蔥薑，椒鹽口味，這種
以 「乾宮保」入味的龍

蝦，不僅帶出龍蝦的鮮味，也使您的味覺更多元
，更豐富，所有吃過的人皆大嘆為 「人間極品」
。還有 「四川辣味大螃蟹」，以特色調味，不但
不能吃辣的人也能接受，更把大肉蟹鮮甜的風味
發揮的淋漓盡致。

馮老闆平常被點的最多招牌菜還有：特式牛
仔粒，鳳城精巧骨，燒汁什菌鵝腸，秘製鹹豬手
，中山魚頭煲，乾燒原只帶子皇，日式晌螺片
……等名菜。吃的大家不亦樂乎，近期，馮老闆
25週年店慶的最大獻禮，莫過於他新創的 「大獲
全勝」菜色，全菜鋪設在一個二十二英吋的大鍋
內，內容包括：蔥薑龍蝦， 特式牛仔粒，香草炒
大蜆，四川辣味老虎蝦， 鳳城精巧骨。脆皮烤鴨
，蒜蓉小白菜苗及枝竹羊腩拉麵，此主菜足可供應十人享用，價
格368元，是非常難得的帝王級盛宴，也可供全家享用。

「鳳城海鮮酒家」曾連續七年榮獲十三臺 「藍帶獎」殊榮及
連續在世界大賽中奪冠，曾於2005年榮獲中國武漢 「紅口袋」
以及中外中餐烹飪技術比賽特金獎外，並為法國廚皇會金牌會員
，法國美食家金牌會員， 「鳳城」無論點心或菜色，皆在全美中

餐百家排行榜之列。
「鳳城海鮮酒家」最著名的 「天天茶市」週一至週五為每天

上午十點半至下午三點，週六，週日為上午十點至下午三點半，
週末還有 「代客泊車」服務，以精緻的服務品質迎接各地來的貴
客。

「鳳城海鮮酒家」的地址：7320 S.W。Fwy #115,Houston
TX 77074 訂座電話：（713）779-2288

鳳城海鮮酒家舉行鳳城海鮮酒家舉行2525週年店慶週年店慶
推出波士頓龍蝦特價酬賓推出波士頓龍蝦特價酬賓，，全天全天1515..9999元及元及 「「大獲全勝大獲全勝」」 特餐特餐

圖為鳳城名菜圖為鳳城名菜：： 「「乾宮保龍蝦乾宮保龍蝦」」

 

 

  

 

 
 

  

圖為鳳城名菜圖為鳳城名菜：： 「「四川辣味大螃蟹四川辣味大螃蟹」」

圖為圖為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新推出的新推出的，，足夠足夠
十人享用的十人享用的 「「大獲全勝大獲全勝」」 新菜新菜。。

真佛宗密儀雷藏寺，6月16日至22日
舉辦息災祈福敬愛超度大法會

（休士頓/秦鴻鈞）休士頓真佛
宗密儀雷藏寺，由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蓮生活佛慈悲加持，將於六月十六日
至六月廿二日（農曆五月初一至五月
初七）舉行息災祈福敬愛超度大法會
，恭請真佛宗主壇金剛上師蓮花麗惠
金剛上師蒞臨密儀雷藏寺，分別於六
月十六日至廿二日（農曆五月初一至
五月初七）舉行連七日 「息災法」大
法會，及六月廿日（週六）上午十時
舉行 「愛染明王護摩法會」，當天下
午二時舉行 「馬頭明王護摩法會」，
六月廿一日（星期日）下午二時舉行
「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水供法」等共四

壇大法會。
這次主壇的蓮花麗惠金剛上師是

蓮生活佛親自認証 「大紫蓮花童子」
轉世再來人，蓮生活佛夢中親証麗惠
上師即是觀世音菩薩，也就是救苦救
難之 「活觀音」。

蓮花麗惠金剛上師，生長於台灣
，受洗為基督徒，並在基督書院就讀
，婚後隨夫婿移民加拿大，目前定居
美國舊金山。

在1984年七月，她連續七天夢見

佛菩薩，之後，她在回台探訪母親時
，想再見死去的父親，而參加 「關落
陰」，因此，無意被開啟 「第三眼」
，從此可以見神見鬼。她並在加拿大
十二位醫師的檢查，確定無法生育，
1986年，她在二年沒有月事的情況下
，看見大日如來，賜給女兒，並奇妙
的懷孕了，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在懷
孕期間，還聽見胎兒唸佛。她走訪高
人，尋求解答。在諸多宗教家，靈學
家的連續否定下，她終於找到 「心開
意解」的答案。於1986年前往西雅圖
雷藏寺，皈依 「蓮生活佛盧勝彥」，
並被認可為 「再來人」，是 「極樂世
界摩訶雙蓮池」 「大紫蓮花童子」的
人間應化身。

隔年 1987 年七月，又被授封為
「真佛宗金剛上師」。

二十多年來，麗惠上師精進實修
，本尊相應，証悟佛性，弘揚佛法於
世界28個國家，度眾無數。其主持之
息災祈福超度大法會，超過四千餘場
，神通、問事，超度、感應、救度無
數、結緣利益之眾生，達二、三百萬
之眾，被各地眾生讚揚為救苦救難之

「活菩薩」觀音。
麗惠上師除了弘法利生，還親自

拉拔四個小孩長大，沒有任何財團協
助之下，胼手胝足親力親為，在純粹
信仰上帝的美國地區，白手起家，開
闢出一片佛教天地。

二十餘年來，她陸續創辦了：
「真佛宗紫蓮堂」， 「紫蓮出版社」

、 「華光功德會紫蓮分會」、 「紫蓮
國際學校」、 「華光紫蓮大學佛學院
」、 「紫蓮國際文教協會」……等分
支機構。

二十餘年來，幫忙化解：美國
911危機、加州電力危機、美國Kath-
rina 風災、南亞印尼大地震、世界
SARS 非典肝災、馬來西亞大火災
……法會功德迴向災害眾生，蒙佛護
佑，迅速得到救援。

麗惠上師也帶領美國信眾，長期
贊助中國老人院、孤兒院、認養中國
「希望工程」孩童，直接送到災區或

轉交救濟單位，令娑婆人間減少苦難
，眾生皆得安詳和樂。

麗惠上師對社會的貢獻，獲得許
多國家，世界級團體的肯定，包括：

「美國國家名人榜」， 「世界和平
聯合會」， 「美國傳奇人物協會」
， 「全球名人榜」，以及日本 「世
界和平大賞」…等獎項。麗惠上師
還在巴拿馬，是第一位中國人，也
是亞洲人，榮登 「巴拿馬MUNDO
雜誌」的封面人物，且該雜誌報導
三期之多。

這次的一週大法會，包括：
（一） 息災法（6月16日-6月22日
）：是可以化解一切種種災難，可保
平安健康，可治病消業。
（二） 愛染明王護摩（6 月 20 日上
午十時）：是祈求敬愛之法，可以夫
妻合和，人事合和，得眾人敬愛之法
，可以祈求對象、工作、人緣順利。
（三） 馬頭明王護摩（6 月 20 日下
午二時）：可以解一切災難，降伏一
切業障，邪靈、干擾均可化解。
（四） 「瑤池金母馬上有錢水供法
」（6月21日下午二時）：可以求財
，求資糧、求福份增長，求升官增財
，事業順利，財源廣進，增福延壽，
心願圓滿。

以上四場法會，只有息災法是陽

世人報名，另三場法會都可陽世人報
名和超度往生者，祖先、土地公、地
基主均可報名。

以上法會所有功德主及報名眾等
業障消除、消災解難，身體健康，增
福延壽，運程亨通，財源廣進，心願
圓滿，一切吉祥，如意圓滿。報名費
用：一切隨意。支票抬頭：TRUE
BUDDHA TEMPLE

密 儀 雷 藏 寺 地 址 ： 7734 Mary
Bates B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 988-8822 傳 真 ：
713-988-8488

圖為麗惠金剛上師

賴李迎霞接掌華僑愛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會長
昨晚與林國煌舉行會長交接，黃處長親頒聘書

（休士頓/秦鴻鈞）僑務促進委員賴李
迎霞女士，接掌 「華僑愛國聯合總會」美
南分會會長， 並於昨（十二日）晚在 「楓
林餐廳」與前會長林國煌舉行交接儀式，
由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主持，並頒
發聘書。李迎霞會長在就任後表示：該會
再今年將辦兩大活動：（一）配合國慶系
列活動，作 「華裔青年創業楷模」選拔。
（二）作 「海外優秀青年」選拔。將於六
月一日至十月一日接受報名。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在儀式上
表示： 「僑聯」一直協助政府，作僑務工
作，賴夫人接此重任，當 「站在巨人肩膀
上」做的更好。 「僑聯」是 「民間」的組
織，完全獨立， 「自主性」強，希望能對
僑界多做事，辦事處必將在旁協助。蔣渭
水曾說： 「僑胞需要團結！團結真有力！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表示： 「僑聯總
會」成立於1954年，國家正處於風雨飄搖

的時代，現該會已轉化為服務僑社，協助
政府，共同服務僑社。

昨晚前往觀禮的還有張文華法官，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朱勤勤

夫婦， 「國際領袖基金會」董事長莊麗香
， 「糖城華人聯誼會」會長唐心琴，李達
曾夫婦，前 「國建會」會長張建義， 「休
台姐妹會」會長黃登陸， 「愛心」前會長
陳瑩， 「台大校友會」會長羅茜莉， 「宏
武協會」吳而立， 「安良工商會」前主席
江麗君， 「東北同鄉會」前會長欒桐華，
孫捷梅夫婦……等多人。

「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在儀
式上致詞表示：人生老伴，老友，老本，
缺一不可，我們從開始來美時僅僅占美國
1%的人口，至今已成為 TOP 1%，我們不
得不對美國這個社會心存感激。李蔚華董
事長提及，他與華府，舊金山等地的如胡
佛研究所合作，將辦 「KMT in Taiwan」
（國民黨在台灣圖片展），以表示我們心

繫祖國之情。
法官張文華也提及 「僑聯」前會長林

國煌，數十年來熱心僑界，新會長李迎霞
是實事求是，實幹的人。

李迎霞會長特別提及 「僑聯總會」簡
漢生理事長推動僑聯的三大工作目標為：

1. 與海外僑社僑胞保持密切聯繫與服
務，讓僑胞在台灣民間有個溫暖的家！海
外僑胞與國內同胞血脈相連，文化相繫。

2. 利用這個平台保存與發揚中國文化
，近十多年來推動如海外優秀青年選拔、
華文著述獎，書法，繪畫，徵文，唱歌等
比賽，這就是給在海外僑胞學習中文與貼
近國家的動力，僑聯多年來一點一滴的努
力，在海外受到重視並獲得相當的成果。

3. 推動僑胞參政權，讓海外僑胞擁有
返國投票的權利，僑聯將持續擔任國家與
海外僑胞，心連心的服務平台，凝聚僑力
，攜手同心。

（本報訊） 「美南大專校聯會」一年一度的 「獎
學金之夜」將於6月27日晚舉行，該會昨公佈了今年
的獎學金得獎者總共錄取22名高中生及6名大學生。
總計發出四萬九仟元獎學金
。
1. 校聯會傳統獎學金，錄取八名，每名一仟元。學業
成績獎四名，得獎者
為盧萌、陳怡婷、楊元馨、張仲洋。領導才能獎取二
名：林澤瑋、李雅
蘭。課外活動獎一名：吳燕易。社區服務獎一名 : 陳
若詩。
2. 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是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為
紀念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金額為三仟元。得獎者是
：呂格霖。
3. RLC基金會助學金，金額共計一萬二仟元。得獎
者是：家田怜，馬寶雪，馬寶霜，Isabel Meza，Ma-
ribel Paredes。
4. 張東朝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是中原大學校友張
南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張東朝先生及夫人所設，名額
三名，金額兩名各二仟元，一名一仟元。得獎者是：
張啟雯、王可卉、馬寶雪。
5. 劉林買女士紀念獎學金，是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校友
劉素雲女士為紀念母親劉林買女士所設，名額二名，
金額每名一仟伍百元，得獎者是：楊美枝，陳沛琳
。
6. 朱鎔堅先生朱孫.玉女士及朱喜賢先生紀念獎學金

、是中原大學校友朱比南女士為紀念父親朱鎔堅先生
，母親朱孫.玉女士及其弟弟朱喜賢先生所設，名額
二名，金額每名一仟伍百元。得獎者是：李可人，鐵
海瑞。
7.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是為紀念.登陸夫人張玉
瑩女士而設、金額為一仟元。得獎者是：劉佳媛。
8. 校聯會音樂獎學金，金額為二仟元。得獎者是：廖
露得。
9. 謝文治教授及夫人音樂紀念獎學金，是藝術大學校
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父母親謝文治教授及夫人所設。
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肖幸妮。
10.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是政治大學校友劉旭
強女士為紀念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設立的，金額三仟
元。得獎者是：Jocelyn Garcia。
11.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金，是台灣大學校友
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人所設。金
額一仟元。得獎者是：游翔庭。
12.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是台灣大學校友
夏慧芸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金額一
仟元。得獎者是：巫凱琳。
13. 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
譚依靈。
14. 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是銘傳大學校友胡小蓮
為紀念丈夫馬驥驃博士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得獎者是：Luis H. Victor。

「獎學金之夜」 6月27日舉行
昨正式公佈2015年獎學金得主名單

6月20日 徐孝錫見面會 講座並義診
名醫徐孝錫巡迴演講休斯頓站

國寶級韓醫師
（本報訊）2015 年韓國名醫徐孝錫

美國巡迴演講之旅即將啟程，將在休斯頓
、紐約、洛杉磯、舊金山四地短暫停留。
欲睹名醫風采，現場諮詢問診，可抓住機
會！

徐孝錫醫師一直走在韓醫的最前沿，
這幾年他經常出席各國的韓醫公益活動，
為韓醫藥走向世界化盡一份心力。比如在
2012 以及 2014 年，他都親臨紐約為華裔
患者義診、並解惑答疑。每次活動都座無
虛席，收到良好反饋。

給大使講課的韓醫師
徐醫師在韓國首爾的外交中心，還給

各國駐韓大使舉辦過公益講座，當時有越
南、斯洛伐克、安哥拉、突尼斯等國的駐
韓大使及夫人參加，以及中國、德國的外
國記者也共同出席了此次講座。

斯洛伐克駐韓大使 H.E. Dusan Bella
說： 「徐院長的演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像，東方醫學給出了應對疑難病的答案。
」隨後該大使幫助該國醫學院主動與徐醫
師聯繫，尋求業務合作。

患者遍及30多個國家
如今，抱著治療頑疾而服用扁康丸

（湯）的患者分佈世界 30 多個國家。隨
著扁康丸（湯）受各界矚目，爭相訂購也
隨之增加。更令他驚奇的是，一些德國人
在沒經介紹下自己找上門來，說嗓子疼，
購買了3個月的藥劑量。 「因為治的病人
多了，我才更加確信它的療效，而且最終
才勇氣百倍地正式推向市場。」

迄今，扁康丸（湯）已治癒 15 萬人
，包括鼻炎患者6萬人、異位性皮膚炎患
者5萬人、哮喘患者4萬人。其中有些嚴
重患者在現代醫學上都屬於不治之症，而
他們就是最好的證明。
休斯頓講座：6 月 20 日早上 10-12 點 ，
地點中華文化中心大禮堂 Chinese Com-
munity Center，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免費入場， 100名幸
運觀眾將免費獲得徐院長著作的《扁鵲了
願在扁康》一書。義診：6 月 20 日下午
1-6 點（需提前預約），咨詢電話：
1-800-210-5501，網站：pyunkang.us◇

圖為圖為 「「華僑愛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華僑愛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 會長交接會長交接，，由林國煌會長由林國煌會長（（右右
一一））將印信交給新任會長李迎霞將印信交給新任會長李迎霞（（左二左二），），並由並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黃
敏境處長敏境處長（（右二右二））與張文華法官與張文華法官（（左一左一））監交監交。（。（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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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地產預購新屋﹑舊屋﹑拍賣屋,辦公大樓公寓屋

281-798-0868（手）
281-561-7275

1919年豐富房產經驗年豐富房產經驗
住

家

商

業

住家專精﹕西南區﹑醫學中心﹑糖城﹑Katy﹑Pearland
商業專精﹕店面﹑倉庫﹑購物中心﹑辦公大樓招租﹑

買賣管理﹑土地投資
Email:tsuiweihuang@yahoo.com

蕭翠薇蕭翠薇

★西南區平房,近2000呎﹐全磚2003年﹐全新裝修﹐售$218,000
★I10 & Memory Townhouse 2-2.5-2車庫,狀況極佳
現有房客租$1300 叫價$138,000

★中國城附近Townhouse 2-2-2車棚 叫價$52,000
★中國城Condo(樓下)1房1衛﹐全新裝修$30,000
★西南區Townhouse 2樓 2-2-2車庫$69,900
★288&H6,17畝地 $1,200,000
★西南區﹐辦公樓出售﹐設備齊全﹐$275﹐000
★查封屋 Shopping Center 請電281-798-0868

www.houstonhome995.com

地產經紀人
Lucy 謝

專業 敬業 細心 耐心

832-503-5301

lucyxie55@yahoo.com
房屋買賣，出租，託管

Rei Ryan 朱小姐
20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
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

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915915－－691691－－90729072
洽詢專線 and Text: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H1B, L1, L2, E1, E2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美聯地產美聯地產

電話：（713）823－2226

HoustonRealtyd@gmail.com
詹慧(Diane Sum)

中國城餐館出售
靠近中國城新屋出售
Sugar Land, Katy Medical Center
Downtown of Houston優美與豪華住家

好
學
區

9896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 77036

專精買賣 商業＆住家˙新、舊、大、小、豪華房子˙公寓˙土地

投資˙管理˙協助投資者長短期投資、高效期回報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有緣為您服務
我必全力以付

國語、粵語、寧夏話、英語

電話/微信 832-803-8629 Donna朱碧君Donnabkw@gmail.com

Keller Willams Realty
休斯頓房產經紀人wk

買賣房屋 豪宅 商業 生意買賣 投資 租賃 管理 協助貸款

˙多處房產出售 16萬起投資自住兩相宜
˙Houston地區 20個單位公寓 500.000
˙1萬14尺小型商場 1,200,000
˙大型Buffet 店急售，因為老闆回國，營業
額每月十四萬，售300,000.00機會難得

我們有專業的裝修公司,信譽好,手藝精湛. 電話：832-803-8628 John

CBR,GRI

Terry Fan
(國、臺、英語)

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卧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20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城中區大型著名自助餐館生意出售。

餐館裝修高雅、寬敞明亮、地理位置極佳，

已有20多年的經驗，積累了很多客人，

生意興隆、穩定，客人川流不息。

sunny.hsu@aarealtytx.com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Sales Associate andy.hsu@aarealtytx.com

1)Cypress , 3 房 3衛1.5 story.高屋頂,正
式餐廳,客廳,遊戲間.游泳池.社區環境優美,
有八個湖,網球場,籃球場.售價 314,900
2)5,000呎空地，近中國城8号公路，售價
$25,000.00
3)近中國城，玉佛寺，一層樓Town Lome，
3房3衛,近1680呎,光敞明亮,高Ceiling.
104,900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位於HOUSTON 西區及醫學中心4家
連鎖三明治餐廳（WHICHWICH SUPE-
RIOR SANDWICHES）出售，年營業額
一百七十萬。售９９萬９千９百元。新
投資移民創業最佳選擇。機會難得.

有意者請電713.550.6373，高小姐

直線﹕(281) 265-1288 手機﹕(832) 618-2828
李惠娜Grace Liu
Broker, GRI, CCIM

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
★4房3浴﹐湖邊﹐David Weekly Home﹐3000呎﹐售$258,000﹐樓下全新實木
寬地板﹐全新內外冷暖氣﹐油漆﹐屋況絕佳
★4房 3.5浴﹐後院湖景﹐交通便利﹐近小學﹐樓下木板﹐3000呎﹐售
$300,000萬
★密蘇里市﹐3房 2.5浴﹐樓上遊戲間﹐全新油漆﹐2550呎﹐售$153,000﹐
最佳投資

糖城:
1. 休士頓賺錢 Super 8，49房，年營$75萬，售$350萬，頭款$100萬。
2.布希機場連鎖旅館，80房，年營$170萬，售$650萬，頭款$150萬。
3.太空中心連鎖旅館，109房，年營$350萬，售$15M,頭款$300萬。
4.休士頓賺錢旅館Hilton 120房$28M，La Quinta 78房年營$250萬售$10M，Holiday Inn 109房年
營$350萬售15M，Best Western 80房年營$160萬售$6.5M,America's Best Value 117房9成住房
率售$5M，獨立105房7成住房率售$300萬，獨立114房年營70萬售$250萬。

5.德州賺錢旅館，連鎖99房年營$1.1M，售$300萬，獨立96房年營70萬售$240萬，獨立40房售
150萬，獨立70房$175萬，獨立60房$165萬。

6.路州獨立旅館144房$210萬，獨立166房年營$130萬售$425萬。

集廿五年經驗 幫您德州投資 助您鴻圖大展 助您永續基業
德 州 華 美 投 資 地 產 熱心為家庭、公司、

企業全面服務！

Kenny Huang

(832) 348-7824

Senior Investment Consultant

Realty Associaties

黃顯意
Hotels Specialist

Email: kennyhuang1889@yahoo.com

Jenny ZhangJenny Zhang
C:(713) 298-9685
O:(713) 771-5910

新屋優惠
購屋貸款
免費估價

10333 Harwin Dr. Suite 415, Houston, TX 77036

工商管理碩士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房地產經紀人AlphaMax Realty
西南區，糖城，醫學中心，Memorial，Katy，西北區。專精專精

•Memorial近 Dairy Ashford，黃金地段土地出售，占地2萬英尺，可自建私人住宅或商業店鋪，適用小型療養院，嬰幼中心，教育中心
等等。欲尋有識投資人士。出售價：$ 679,000.00•糖城二層屋4房2.5浴，適初次購屋人士，正式餐廳，私人遊泳池, 漂亮庭院，遊戲間，交通便利，緊鄰6號。售價$14萬9千9•近Humble/1960, 4.5英畝商業用地，待開發，緊鄰商業中心區/大型連鎖店，投資前景好，覓有遠見人士，回報潛力高。距休斯頓國際
機場15分鐘，每尺售價: 8.75•近249/LOUETTA繁華商業區，三千尺大屋，四房三衛，挑高廳，落地窗，一層實木地板，正餐廳，挑高頂書房，新油漆，寬敞廚房，大理
石臺面，大遊戲間，仿木地板，一年新冷氣，屋況極好，售$218,800•KATY明星校區，2300尺兩層4房2.5浴，寬大客廳，正餐廳，開放式廚房，優美庭院設計，戶外亭臺。二樓大遊戲間，保養佳。月租: $1950•新屋銷售，位於6號和Fort Bend Parkway, 超豪華湖景屋，每棟保證占地一英畝以上，基本四房/五房/三車位，戶外廚房，特別制定
酒窖，奢華內部裝飾，最新節能材料，遠程操控，定時燈光系統等等智能管理，盡顯主人個性，售價$550,000起•Pearland Sunrise Lakes社區 3200尺屋，一任房主，保養佳，挑高大廳，正式餐廳/書房，一層全地板，二樓遊戲間，開放式廚房，大理石
臺面，前後院自動撒水系統，售價$274,900•近香港城雅房出租，3房2浴，全新內外油漆，一樓高挑大廳/早餐廳，月租$1250. 出入方便, 近八號公路/WestPark Toll。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any

3200 Southwest FWY, #1900, Houston,TX 77027
email: clai@ft.newyorklife.com www.connielai.com黎瓊芳Connie Lai

（通英、國、粵） 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 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713-480-9988

人壽保險 長期護理保險
教育基金 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Agent LUTCF, CLTC The offering documents (Policies, Contracts) for all New York and its subsidiaries' products are availble only in English.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the provisions
in the policies and contracts will prevail. 對於保單、合約等相關文件，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及其子公司僅提供英文版本。如有爭議，一律以保單和合約中的條款為準。

專精專精::房屋房屋 商業商業 公寓公寓 土地開發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物業管理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 832832--235235--50005000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Richmond City，近Westpark Tollway & Fwy 99，交通便利，3房2.5浴，二層樓，售$179,000
◆西北區近290位Lake Jersey Village社區，原Darling Homes建商，稀有硬瓦屋頂，3房3浴，一層樓，
售$289,000

◆休斯頓北邊位45號，投資良機，50個單位公寓 / Motel混合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12%，售$1,500,000
◆Missouri City，兩棟獨棟商業樓出售，位6號邊 & Sienna Parkway，100%出租，佔地38,115呎，室內使用
8,040呎，售$3,370,000

◆西北區，近290成熟區Shopping Center，100%出租，佔地58,370呎，建築Building 58,370SF，高酬率約
8.25%，售$1,499,000

◆休士頓南部，距離Hobby機場1 Mile，2萬呎倉庫出租，可分隔，短期可議，租75￠/呎
◆westheimer 商業區成熟日本餐館出售，有意請洽Grace.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 713713--459459--26562656

Top USA InvestmentTop USA Investment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商業部門 陳先生手機陳先生手機281281--561561--62886288

18001800--856856--00020002××111616
281281--630630--22122212

Mei Tan
陳 太 太

(國、臺、英語)

1. 糖城，4,211尺，後院湖景美麗，二層樓漂亮洋房，五房，四浴，樓上，樓下各一主臥室，高級水晶燈，挑高天花板，
遊戲間。僅售 $375,000.

2. 糖城，有湖社區，一層樓漂亮洋房，2143尺，四房，二浴，二車庫，內外全新油漆，新地毯，新瓷磚，客廳木地板。
大後院。僅售 $269,000.

3. 近醫學中心，1212尺，二層樓公寓，二房，二套半浴室，一樓大客廳，新地板，浴室花崗石臺面，僅售 $175,000。
4. 近醫學中心，788尺，二層樓共渡屋，一房，一浴，一車庫，有書房，大客廳，僅售 $109,000。
5. 近Galleria, 1115尺，二層樓公寓，二房，二套半浴室，一樓客廳木地板，廚房花崗石臺面，有車庫，僅售 $185,000。
6. 西北區, 離中國城20分鐘，兩層樓漂亮洋房。2368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主臥室在一樓，二樓大遊戲間。一樓

瓷磚與硬木地板，二樓全地毯，近小學。有房客，月入$1670,僅限投資者購買，售 $215,000
7. Montgomery區，一英畝多土地，湖邊，有鐵門，高級洋房社區，湖景優美，近高爾夫球場。售 $ 165,000.
8. 辦公室及倉庫出售，於59號，8號，交叉口，13,716 平方尺，鋼筋水泥建築，內部14尺高，交通方便。二尺高的

上卸貨區。售 $780,000.
9. 6 號與288 號公路，Sienna Plantation 南邊，二畝土地，高級住宅區，售$60,000.
10. 百利大道路上，近香港城，商業土地，5.74 英畝, 僅售 $11.00/尺
11.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租$0.54，可立即搬入。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尺 2房
2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7萬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11萬9

3) 獨立屋1300 尺 ,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9萬9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713-981-6888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投 資 座 談 會
時 間：7月4日（週六）上午 10:30-12:00
地 點：6588 Corporate Dr. #188

Houston, TX 77036
主 題：（1）如何累積您的財富，享受退休生活

（2）2015年下半年投資市場趨勢
（3）退休計劃的稅務問題

主講人：（1）黃振澤（C P A）
（2）蕭雲祥（請先預約，座位有限）

投資顧問

退休計劃、IRA,401K,年金、壽險、資
產配置、基金、債券、股票、ETF、財富
管理、投資組合，定期定額儲蓄...

蕭雲祥蕭雲祥

713-988-3888 832-434-7770

PORTSMOUTH FINANCIAL SERVICE Member of SIPC. FINRA

回首來時路回首來時路,, 鄉音傳鄉情鄉音傳鄉情
台聲合唱團台聲合唱團4545週年音樂會記週年音樂會記

 







（本報訊）美南台灣旅館公會 TAIWAN HOTEL & MOTEL

ASSOCIATION OF GREATER HOUSTON Amy Sung (宋秉穎) 邀

請會員爲慶祝休士頓美南台灣旅館公會創會第二十四屆，謹定

於 2015 年 6 月 28 日(星期日) 下午六時正假珍寶海鮮城舉辦年

會暨新舊會長交接典禮。 祈盼台端蒞臨參與、共襄盛舉。 時

間：2015 年 6 月 28 日(星期日) 6pm 地點：珍寶海鮮城(Ocean

Palace) 11215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72 Tel: 281-988-8898

凡參加人士請於6月15日前與宋秉穎會長聯絡電話713-870-1668

，Fax： 713-988-7787 Email：amysung@sunglawfirm.com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舉辦年會暨新舊會長交接典禮

（林梓秧）創立於1970年, 己有45年歷史的台聲合唱團, 今

年的年度演唱會在眾多樂迷引頸盼望中, 於4月25日隆重舉行. 可

說是千呼萬喚始出來, 這場音樂會無疑是休士頓地區台美人社圈

多年耒最為盛大的樂壇大事. 合唱團精心策繪準備, 從挑選地奌適

中交通方便而又音響效果優異的浸信大嘗音樂廳作為演出會場,

製作精美的廣告海報, 設計典雅的節目表, 以至於穿著五彩繽紛

鮮艷奪目的民俗服飾, 無一不顕示樂團的用心; 全體團員為著音樂

會所投入的時間精力, 更是辛勞不足為外人道. 有道是台上三分

鐘, 台下十年工, 團員們一而再, 再而三, 在指揮莉娜女士苦心督

導下反覄操練且無怨無悔, 為的是呈現給聽眾一埸可以終生難忘

的音樂會.

今年節目的主軸是台灣本土音樂, 整場演出沒有一首歌曲或

器樂是與台灣無關, 這就定位了音樂會是在傳遞鄉音, 要喚起聽者

的鄉情. 音樂會一 開始由單簧管低沉的樂音吹奏出蕭泰然創作

的' 出外人', 立刻誏聽眾定下心來, 誏鄉愁湧上, 誏你的心神開始

漫遊在台灣你我都熟悉的大街小巷, 田野鄉間.

上半場的曲目大都是蕭泰然的作品, 女團員穿著寶藍色的洋

裝, 顕得荘重大方又高雅; 男團員穿的是黑色西裝, 看來英挺帥気,

這種正規制式的穿著, 用來演唱台灣國寶級音樂大師所創作帶有

台灣風土味的作品, 是台聲対他的尊敬與懷念. 蕭泰然的作品本

就極具演奏價值, 他把西洋古典浪漫的作曲技巧, 巧妙的融入台灣

民歌當中, 創造出來的聽覚效果, 誏人如聆天籟, 豈止是繞樑三日

而己! 他今年二月間去逝, 如果在演唱開始之前, 邀請聽眾起立

默哀一分鐘, 將是更具意義的錦上添花之舉.

曲目中有一首 '玉蘭花' 值得特別一提. 詞和曲的作者是居住

本地的同鄉陳明昭. 記憶中台聲歷年來的演唱會尚未有本地同鄉

的作品. 明昭是個工程師, 音樂只是業餘嗜好, 他 的作品能得台聲

青睞加以演唱, 應是他的榮耀, 台聲則是識馬的伯樂. 兩相得益亙

相效力, 可說是音樂會的額外收穫 . 此曲由陳淑玲女士指揮, 她

是音樂科班出身, 曾経擔任台聲指揮, 囘耒客串, 誏人見識到她的

功力.

協力贊助演出的亜悅三重奏是很夠水準的演奏群, 不管是福

爾摩莎三重奏, 或是'綠島小夜曲', 都得到聽眾的喜愛. 綠島小夜

曲今晚另有不同的詮釈. 莉娜指揮在作樂曲導聆時解釈, 綠島不

是台東外海, 從前囚禁政治犯的小島, 而是長年翠綠的台灣本島.

由此延申, 這首情歌更不是被囚禁的政治犯獄中的呻吟, 而是眾多

戀人的愛之歌.

下半場的節目由花許梨美舞蹈團客串表演開始, 年輕的女郎

快樂輕盈的舞動著農村閒趣, 誏人目不暇給, 不由心生讚嘆: 台灣

真美, 年青真好.

合唱團團員再度登台, 他們的服飾立刻誏人眼睛一亮. 有打

扮穿著原住民服的, 有傳統唐裝的, 更多的是剪裁式樣各異的民俗

服裝. 台灣數百年耒的近代史本就是一部包容的歷史, 只要曾在

台灣居住過経營過的族群, 終必留下各自的痕跡, 服裝即是一例.

台灣歌謠是下半場的重心, 多首膾炙人口, 人人耳熟能詳的経

典台語歌, 以獨唱或小組合唱的方式呈現; 而有経典中的経典(指

揮莉娜的按語) 之稱的望春風 則是邀請所有聽眾同聲齊唱, 創造

了音樂會的一個高潮. 比較近代的台語歌曲如流浪到淡水, 愛拼

才會嬴, 節奏輕快, 團員們的肢體動作也趨於活潑豊富, 安排在

音樂會末段, 莫不是在暗示台語歌曲傳承有序, 由遠而近正在向

前邁進.

不能不提的小提琴獨奏曲'夢幻的恆春小調', 也是蕭泰然的傑

作. 小提琴時而輕快跳躍, 時而如泣如訴, 嬝嬝不絕的琴聲帶你來

到淳樸古老的恆春小鎮; 炎炎夏日的午後, 你傭懶的躺在大榕樹

下的涼椅, 誏時間靜止, 作你的白日夢! 黃瑞森的演奏確實帶給我

這樣的意境, 你有同樣的感受嗎?

如果說指揮是合唱團的靈魂人物, 那麼伴奏就該是幕後支柱

. 本次音樂會稍顕冗長, 上下半場各接近一個小時, 雖說聽眾飽了

耳福卻辛苦了全場伴奏的黃詩婷小姐. 這位年輕美貌的印尼藉華

人值得大家感謝, 我猜在彈了這麼多台灣風味的歌曲之後, 她一定

會愛上台灣. 我要在此向她致敬: Terima kasih, anda yang indah!(

印尼話Thank you, you are wonderful)

音樂會在加唱一次' 噗仔聲加催落'之後落幕.

後記: 演唱會後聽眾佳評如潮, 從最簡接的'讚' '真好' '值囘

票價' 到諸如下例:

'從沒想過台灣的音樂這麼美.' '好多曲子聽得我眼淚流不停

' '台灣翠青誏我感動的真想站著聽'

音樂會後那一夜, 我夜半醒耒, 侭在囘味, 就決定寫一篇報導

性的文章. 料不到第二天在教會遇到鄉訉編輯Helen, 她說五月份

鄉訉己編排好, 建議改刊在六月份. 我心想, 到了六月還會有人

要看? 継而一想, 沒有截稿日期的壓力, 我可從容構思落筆, 未嘗

不好; 事實上我兩天內就寫好, 趕不上五月份鄉訊非我之過. 以前

也寫過幾次台聲演唱會的報導, 但都是受請託的, 只有這次我確是

有感自動的, 就以此文表達我対台聲的敬意.

休士頓臺聲合唱團休士頓臺聲合唱團(Taiwanese Chorus of Greater Houston)(Taiwanese Chorus of Greater Houston) 於於
44 月月 2525 日晚上日晚上 77 時時 3030 分至晚上分至晚上 1010 時在時在 75027502 FONDRENFONDREN
ROAD, HOUSTON,TX.ROAD, HOUSTON,TX.7707477074 的休士頓浸信會大學的休士頓浸信會大學(Houston(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MORRIS CULTURAL CENTER DUNHAMBaptist University)MORRIS CULTURAL CENTER DUNHAM
THEATERTHEATER舉行成立舉行成立4545週年週年 「「回首來時路回首來時路，，鄉音傳鄉情鄉音傳鄉情」」 音樂音樂
會會,,會後全體演出人員大合影會後全體演出人員大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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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VA，Lot & Construction，JUMBO專家www@katymtg.com
email:sc@katymtg.com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JUMBO FHA/VA REVERSE

Shirley C 侯璦珠
通國語，英語 Broker #969832
公司NMLS ID:994796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專辦房屋貸款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Conventional LoanConstruction Loan

不查收入 信用分數580以上FHA/VA

Hard LoanJumbo Loan Cash Out

7001 Corporate Driv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手機:713-825-8807
直撥:832-649-5887

NMLS ID 49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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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 台語﹑ 西班牙語

www.toponemortgage.com邱黃美嘉

Email:may@toponemortgage.net

May H Chiu

誠實可靠˙專業負責˙成功率近100%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住宅住宅
商業商業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糖城2600呎Climents High﹑小學﹑初中頂尖學區靚宅﹐4/2.5/2.全新廚房﹐全新衛浴裝修﹐木地板﹐帶泳池廣闊綠地景觀﹐近圖書館﹑郵局,
First Colony Mall,6號及59號公路﹐極其方便﹐月底上市﹐$36.8萬﹐同款同區﹐$38.8萬過戶﹒

˙Missouri City﹐2005年建﹐3/2.5/2﹐2300呎﹐全新裝修﹐大理石臺面﹐木地板﹐近90及第五大道﹐便利於醫療中心工作人士和休大學生﹐
全區低價﹐僅$18.6萬,可租$1600-$1700每月﹒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好學區﹐2600呎﹐$28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
˙59及8號公路﹐二室一廳﹐1100sft Condo﹐轉讓僅$2.3萬﹐長租客$650月﹐好投資﹒

地產
精選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特別
推薦

◆糖城，Hwy6大型辦公室分租，靠近99大華，適用於課後教育，午蹈教室及大型聚會，長期、短期、臨時均可。低於市價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Katy on Mason Rd. 租$1500，1500呎交通繁忙地段Office Condo租，內有多間辦公室、大廳，適用於辦公室生意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7萬多。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九部新片扎堆上映
6·19或成“新片炮灰日”

綜合報導 不少人都會把跟明星

當鄰居想像成一件極度美好的事情，

但如果你遇到的是明星壞鄰居，或許

就不會這樣想了。最近又有明星惡鄰

見諸報端，她就是“霉霉”泰勒· 斯

威夫特。經常在家裏開趴的“霉霉”

，搞得明星鄰居“精靈王子”奧蘭

多· 布魯姆都受不了，決定搬家走人

。其實有惡鄰行為的明星又何止“霉

霉”一個呢，若你遇到以下這些壞鄰

居的話，一定會說還是不要跟他們當

鄰居比較好！

明星惡鄰：泰勒·斯威夫特
惡鄰行為：派對不斷
討厭程度：★★★★(五星最高)

有一種鄰居喜歡廣邀朋友到府開

趴，殊不知如此派對不斷，其實會造

成鄰居困擾。美國小天后“霉霉”泰

勒· 斯威夫特就屬於這一類鄰居。

“霉霉”近來愛情事業兩得意，

上月在公告牌音樂獎上橫掃8項大獎

，又和DJ男友加爾文· 哈裏斯打得火

熱。不過人氣極旺的她，卻是“精靈

王子”奧蘭多· 布魯姆眼中的惡鄰。

事緣布魯姆去年在紐約曼哈頓熱門地

段買下了一戶公寓，當時“霉霉”住

在頂樓。布魯姆去年6月買這個房子

的時候，可是砸了不少的錢，約2800

多萬元人民幣。他原本看中的是頂樓

，但被“霉霉”捷足先登了。他入住

後，發現“霉霉”經常找歌手碧昂絲

、賈斯汀· 比伯，以及名模卡莉· 克勞

斯、卡拉· 迪瓦伊等在家開派對，跟

拍的媒體因而常會聚集在公寓門外，

布魯姆在樓下發現到處都是記者和粉

絲，深覺隱私不保，決定賣房子搬走

，房子日前已成交賣掉了。看來，

“霉霉”愛開趴的習慣，可是對“精

靈王子”造成了不少的困擾。

明星惡鄰：麥當娜
惡鄰行為：製造噪音
討厭程度：★★★★(五星最高)

跟天后麥當娜當鄰居是什麼感覺

？大家一定想不到，那就是吵到不行

！製造噪音也是相當討人厭的惡鄰行

為之一，娜姐就曾因噪音擾民而被鄰

居提告。

2009年，娜姐把她在紐約中央公

園的豪華公寓改成了工作室，不時會

在裏面排練。鄰居投訴她把公寓當成

練舞教室，音量大聲到天花板、墻壁

都跟著震動。鄰居受不了之下，將公

寓管委會告上了法庭，控告公寓管理

委員會未善盡把關與管理之責。當時

，公寓管委會就表示已告知娜姐，如

再製造噪音就不許她再住下去。

明星惡鄰：賈斯汀·比伯
惡鄰行為：襲擊鄰居
討厭程度：★★★★(五星最高)

在壞鄰居的名單上怎麼能少了加

拿大“麻煩小天王”賈斯汀· 比伯呢

，他簡直可以成為明星惡鄰的榜首！

他的壞鄰居行徑真是多得一籮筐

，包括在公寓裏大聲播放音樂，還有

永無寧日吵死人的派對等等噪音擾民

的行為，但這些都是小Case了；他還

曾在社區裏以驚人的速度試駕法拉利

新車，對居民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脅。

有報道指當鄰居為他的魯莽駕駛找他

理論時，他甚至向對方臉上吐口水，

不過他對此作出了否認。

此外還有更離譜的，就是他被指

控蛋洗鄰居房子，住在賈斯汀隔壁的

鄰居指控賈斯汀用20多顆雞蛋襲擊他

家。如此劣跡斑斑，估計誰都不想跟

他成為鄰居，簡直避之不及。

明星惡鄰：蕾哈娜
惡鄰行徑：妨礙鄰居
討厭指數：★★★(五星最高)

今年初與“小李”萊昂納多· 迪

卡普裏奧傳出秘密交往的蕾哈娜，近

來有傳兩人已經火花不再，小李又有

了超模新歡，而蕾哈娜日前則被拍到

在紐約的餐廳約會皇家馬德里隊球星

本澤馬。

桃花不斷的蕾哈娜，其實也曾當

過惡鄰。2009年，她就被鄰居抱怨時

常佔用鄰居的車道，並且強壓他人的

草皮。由於鄰居一直向蕾哈娜抱怨，

最後蕾哈娜就乾脆直接搬走了。不過

，後來租房子給蕾哈娜的房東則幫她

辯解，稱自己和鄰居有協議，同意蕾

哈娜在鄰居的車道上停車，是鄰居違

反協議。到底是怎麼回事，也只有當

事人才知道了。

明星惡鄰：克裏斯·布朗
惡鄰行徑：破壞環境
討厭指數：★★★★(五星最高)

蕾哈娜的前男友克裏斯· 布朗，

也是不是什麼好鄰居。據外國媒體報

道，克裏斯會在家附近胡亂塗鴉，令

人毛骨悚然的塗鴉有恐怖的眼睛和尖

銳的牙齒，嚇壞了住在附近的小孩子

。被鄰居要求清除乾淨時，他不但拒

絕清理，還振振有詞地說道：“那就

別讓你的小孩出門！這是藝術！”遇

到這樣的鄰居，也是很讓人頭痛。

碰上明星惡鄰很鬧心
賈斯汀-比伯蛋洗鄰居房子

綜合報導 下午，崔始源在微博曬

出一張照片，照片中他和劉雯背著降

落傘，穿著藍色衣服，整裝待發準備

跳傘。兩人對著鏡頭微笑，似乎並不

緊張。

崔始源配文寫道，“空中跳傘，太

好玩了！”這對高人氣“情侶”引得網

友紛紛點讚。

綜合報導 暑期檔的腳步漸行漸近

，一年中影市競爭最為激烈的時段也即

將到來。從目前電影排片看，開啟暑期

檔的6月19日，將成為“史上競爭最慘

烈檔期”，有九部新片竟然選擇這一天

公映。業內人士分析說，不顧檔期盲目

扎堆上映，可能會讓6月19日上映的九

部新片成為“炮灰”。

記者獲悉，檔期確定為6月19日的

新片包括何潤東領銜的《我的男友和狗

》，孫紅雷、周冬雨領銜的《少年班》

，秦昊領銜的《搖滾英雄》，陳建斌導

演處女作《一個勺子》，《對風說愛你

》《驚魂電影院》《愛之初體驗》，以

及兩部引進片《分歧者》《致命對決》

。多名影院經理告訴本報記者，九部新

片扎堆上映，加上6月10日開始上映的

《侏羅紀世界》和6月18日開始上映的

《殺破狼2》，“我們都不知道如何排

片了，十多部電影同場競爭，相當多的

影片可能連在影院裏一日遊的機會都不

會有。”

濟南百麗宮影城經理董文欣告訴

本報記者，這麼多影片扎堆放映，

來自片方對市場的分析，“大家可

能是考慮到《侏羅紀世界》已放映

了一週，應該是有一定的空間了，

而且下周(6 月 26 日)又有趙薇、黃曉

明、佟大為聯袂主演的《橫衝直撞

好萊塢》，這部片明顯比較熱，大

家又想躲它，大家都這樣想，就出

現了扎堆現象。”

濟南多位影院經理表示，九部新

片扎堆 6· 19,說明瞭中國電影市場發

行與製作方的不理智，“國產片上映

都躲美國大片，這次是躲《侏羅紀世

界》，躲了美國大片只好扎堆，導致

每部扎堆的新片都無法取得預期的票

房。”

崔始源劉雯全副武裝玩跳傘

曬甜蜜合影



CC1313大陸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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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713. 224.2822或713.223.0332
Fax﹕713. 223.4666

Full Line Restaurant Supplies
○代理中西各式名廠餐具﹑廚具﹑爐頭
○各類製冰機﹑抓碼檯﹑冷凍房﹑冷庫

○Buffet檯﹑水喉零件
○訂制各式不銹鋼廚房設備

○各式餐館瓷器﹑餐檯﹑椅子﹐應有盡有

KITCHEN DEPOT

歡迎來電
免費咨詢﹐免費估價

提供 UPS 郵寄和貨運服務

Coincid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s visit to
Moscow last month, East China’ s Nanjing
City held a memorial service for the Soviet air
squadron that volunteered to help China drive
out invading Japanese troops during World
War II.

More than 200 people attended Tuesday’ s
commemoration ceremony in a Nanjing Mar-
tyr Memorial Hall, where they bowed and laid
flowers before a giant tablet inscribed with the
names of the 236 Russian martyrs.

May 9 marked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lthough less known than the “ Flying Ti-
gers” , its US equivalent,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ir squadron wa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force to join China’ s Anti-Fascist War in 1937.

More than 2,000 Russian pilots and 1,000 air-
craft joined the volunteer force, and more
than 200 of the pilots sacrificed their lives.

“ Russian textbooks have a part about the So-
viet Union aiding China and fighting the Japa-
nese together,” Mikhail Grab, a Russian stu-
dent attending the ceremony, was quoted by
Chinese agency Xinhua. “ I’ m so glad to
know the Chinese people still remember that
history.”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his Chi-
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have both, in re-

cent months, warned against “ distorting histo-
ry” .

More than a dozen countries are sending
their military units to take part in the victory
parade at the Red Square in Moscow on May
9th, which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the war.

26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Greece, Viet-
nam, Netherlands, Egypt, have confirmed
their attendance at the celebrations in Russia.

Russian and Chinese Presidents will ex-
change state visits to mark the 70th anniver-
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is year.

“ As two of the main battlefields in Asia and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Two, China and
Russia will hold a series of celebrations, and
state leaders will attend commemorations
held in each other’ s country,” said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Hua Chunying
in January this year.

China’ 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ed to the death of some 20 mil-
lion Chinese, according to Beijing’ s esti-
mates. It ended with Tokyo’ s World War II de-
feat in 1945.

On May 9, Russia commemoratesd the sacri-
fice of the millions who fought and died to
bring down the Third Reich and end Hitler’ s
expansionist whims.

Although most Western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22 million Soviets died in the Great Patri-
otic War, Russian sources put the number
higher – at 27 million people.

Russia’ s Red Army lost 8.5 million troops – a
figure comparable only with German losses.
Another 18 million were civilians who died as
a result of Hitler’ s genocid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at a war
commemoration event in December that “ for-
getting history means betrayal and denying
the crime means committing it once again.”

Brazil's oil exports to China increased threefold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of this year, making Beijing the largest consumer of Brazil-
ian oil in the world.

Brazil exported 5.4 million tons of oil to China from January to May,
accounting for 35 per cent of Brazil's total oil exports in the same
period. The amount of oil shipped to China is twice as much as that
to the United States.

Earlier this year, Brazilian President Dilma Rousseff and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unveiled $10 billion in Chinese credit to Brazil-
ian oil giant Petrobras.

Petrobras has completed negotiations with the China Development
Bank (CDB) for a 10-year bilateral credit line worth $10 billion.

China's higher demand for oil also
helped Brazil achieve record oil ex-
ports of 15 million tons from January to
May, up 80 per cent from the same pe-
riod last year.

However, as oil prices have fallen sig-
nificantly over the past months, the re-
cord sales did not generate corre-
sponding high revenues.

With increased oil purchases, China
has become the largest buyer of four
major Brazilian products. The other
three are soybeans, iron ore and cellu-

lose.

China replaced the United States to become Brazil's largest trade
partner in 2009.

Sino-Brazilian trade value amounted to $86.67 billion in 2014.
(Courtesy thebricspost.com)

Related

Brazil-China: A Growing Alliance

A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preparing its "Pivot to the Pacific,”
China is continuing to build its long-standing commercial alliance
with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y charming the region with
trade and investments.

Between 2000 and 2012,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grew by 2,
550 percent from little
over $10 billion to $255.5
billion. Trade between
Brazil, the region's giant
and fellow BRICS mem-
ber, and China, leaped
from $6.5 billion in 2003
to $77 billion by the end of 2011 and $75 billion in 2012.

China became Brazil's largest export destination in 2009 and in
2010 was Brazil's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imports and its main di-
rect foreign investor. Chinese investments in Brazilian assets sur-
passed $20 billion in 2010 from a negligible accumulated sum of
$292 million only one year before.

Latin America and China's economies are complementary. Brazil,
like much of Latin America, has insufficient internal savings to fi-
nance increases in export production and job creation or to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it needs. China has abundant capital, but needs
the plentiful strategic resources that Brazil has.

The interdependency of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is also amplified
by China's limited cultivable land. Presently, China uses 140 million
hectar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own from the 142 hectares it
had only five years ago. This reduction is due to urban expansion
and growing industrial parks. Brazil, on the other hand has unused
agricultural land that equals all the cultivable land area in use by
China, and that's excluding Brazil's Amazon rainforest and other en-
vironmentally protected areas. Thus, Brazilian and Latin American
food exports to China help guarantee the food security of the Chi-
nese people. (Courtesy www.worldpolicy.org /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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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ecomes Biggest Buyer Of Brazilian Oil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with Brazilian President Dilma Rousseff in Brasilia,
Brazil on May 19, 2015. [Photo/Xinhua]

On 5 May 2015, East China’s Nanjing City held a memorial service for the Soviet air
squadron that volunteered to help China drive out invading Japanese troops during

World War II [Xinhu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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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ity Commemorates
236 Russian War Martyrs

China WW2 Propaganda Poster reads: "This
American air force (pilot) is getting rid of the
Japanese from the Chinese skies - support

him!"

由央華影視出品，丁乃箏執導，許晴、車曉、華少、陳武康

等聯合主演的愛情喜劇電影《戀愛排班表》今日曝光出軌限行

海報，海報中許晴和車曉一前一後狠狠地將華少按壓在車窗上，

華少面部扭曲的慘狀讓整個畫面看起來既滑稽又極具衝擊力。

而海報上鮮明的標語“前方預警，出軌限行”呼應電影主題，

似乎預示著電影中的男主角也會東窗事發。

近年來關于出軌的話題層出不窮，無論是公眾還是明星，總

是一個大家都避免不了的雷區。改編自經典話劇《他沒有兩個

老婆》的電影《戀愛排班表》正是緊扣這一熱點，延續話劇精

髓，主打愛情喜劇、荒誕幽默，生動有趣地展現了男主角張立

國在小琦和玉蓮兩個女人之間搖擺周旋的過程。出軌限行海報

中用出車禍對應出軌，用出軌限行暗喻渣男現形，形象地反映

出對出軌不能容忍的立場和態度，出軌就和出車禍一樣，愛情

和婚姻都有可能兩敗俱傷。海報上華少的慘狀、許晴的淡定、

車曉的動作都透露出些許的滑稽和喜感，使得整個畫面喜劇元

素爆棚。而影片本身更是節奏緊湊，笑料不斷，男主角多次陷

入窘境又絕處逢生，相信觀眾看時定會被帶入情境，醒來後又

會感悟到生活的可笑和荒誕。

將于8月 13日在全國上映的喜劇電影

《滾蛋吧！腫瘤君》今日曝光不是係列海報

第三彈：不是狗血韓劇！這部根據漫畫家熊

頓同名暢銷漫畫書及其真實經歷改編而來的

影片，果然盡得熊頓天馬行空的神髓！不知

80後導演韓延加上主演白百何、吳彥祖這個

組合還會玩出什麼新花樣？

從本次片方曝光出來的海報與劇照，結

合時下觀眾喜愛的類型和題材來看，這似乎

的確是一部狗血韓劇的橋段——由白百何飾

演的冰清玉潔的熊頓暈倒在冰天雪地裏，沒

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而玉樹臨風的吳彥

祖剛好出現在對的時間裏，于是吳彥祖一把

將熊頓抱在溫暖的懷裏……這粧扮、這神

情、這氣質，不狗血韓劇是什麼？可人家偏

偏就説：我們不是狗血韓劇！

不過，如果從熊頓的行事風格看，清新

可以有、唯美可以有、搞笑可以有、溫情可

以有，唯獨與狗血矯情不沾邊。看來電影

《滾蛋吧！腫瘤君》除了遵循原著漫畫的內

容，也對熊頓本人的性格特點做了神還原，

這一點也令不少原著漫畫讀者及喜愛熊頓的

粉絲們感到欣慰。

由此可以推測，這又是一番典型的熊頓

式YY。作為花癡界第一人，熊頓總是這樣，

只要喜歡你，不由分説YY你！之前有許多網

友從片名推測，該片會不會是一部苦情戲，事

實上卻讓人大跌眼鏡。熊頓不喜歡苦情，熊頓

喜歡嘻嘻哈哈美美的享受這個世界。就算花

癡，也要花出個黎明。那麼，如果這不是狗

血韓劇，就是熊頓與世界眉來眼去的方式。

從電影《滾蛋吧！腫瘤君》近期發布

的幾組“不是係列”海報來看，這部電影

裏面似乎涵蓋了從宮鬥戲、僵屍戲到狗血

韓劇等各種類型片的橋段。再結合影片劇

情便不難猜出，這些都其實是由白百何飾

演的女主角熊頓所幻想出來的世界，而這

些真實與虛幻的橋段，不過在熊頓兩眼一

睜一閉之間。所以可以確定的是，這絕不

是一部惡搞某些經典電影的無厘頭喜劇，

而是一部會為大家帶來歡笑與感動的溫情

喜劇。

據悉，電影《滾蛋吧！腫瘤君》由萬

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果實電影、萬誘引

力電影有限公司、電廣傳媒影業（北京）

有限公司、安樂（北京）電影發行有限公

司、壹心娛樂、再旦影視、祥禾盛世、北

京好家夥國際影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新

線索電影共同出品，由五洲電影發行有限

公司發行。

《腫瘤君》吳彥祖白百何

親密戲劇照似韓劇

微電影《O的故事》開拍

李治廷：感情隨緣
由優酷出品、意大利珠寶世家寶格麗

讚助的“2015大師微電影”特別篇《O的

故事》日前在香港開拍。被譽為香港影壇

黃金搭檔的張婉婷和羅啟銳擔任該片導

演，男主角則由炙手可熱的英俊小生李治

廷擔綱。在當天的探班現場，李治廷幽默

十足並曝自己的愛情觀。

從《宋氏三姐妹》到《玻璃之城》再到

《歲月神偷》，張婉婷和羅啟銳每一次搭檔

都締造了當時最感人的經典，也因此被譽為

香港影壇的黃金搭檔。合作的愛情電影《三

城記》殺青才一周，兩人日前又在香港淺水

灣開拍新戲《O的故事》，更邀請炙手可熱

得英俊小生李治廷出演男主角。女主角則由

李宗盛的學生、香港音樂人岑寧兒擔任。李

治廷在片中飾演研究宇宙運行軌跡的高材生

Aarif，岑寧兒飾演女歌手YoYo。

該片是“優酷2015年大師微電影”係

列之一，是一個精致溫暖的愛情故事。獨

居海邊的Aarif無意間拾得一個U盤，裏面

有女歌手YoYo未完成的歌。Aarif將歌曲完

成，如願邂逅YoYo，不久後卻因為學業遠

赴美國。結局大團圓，兩人最終重逢。微

電影《O的故事》，是一個關于愛情完滿

的故事。環形的山路、天體運行的軌跡、

潮起潮落、扔出去又回來的飛盤……看似

直線，卻是命裏注定的輪回。這也與寶格

麗“濃烈愛情”品牌相符。

日前，媒體前往香港淺水灣拍攝地點

探班，當天正拍攝影片高潮部分。酒吧內，

YoYo等待Aarif，卻遇到大雨。YoYo以為

Aarif一定不會來了，心情十分低落。然而

他最終出現，兩人相擁于雨中。

繼《歲月神偷》後，《O的故事》是

李治廷與張婉婷、羅啟銳導演的二次合作。

多年後的再次合作，兩位導演對于李治廷

的成長寄語了高度的肯定和認可。張婉婷

説：“李治廷越長越帥，而且更專業。”

張婉婷説昨天拍攝有的戲份很難，李治廷

的動作沒有差一分一毫。而且在他的帶動

下，第一次拍戲的岑寧兒入戲和表演都很

到位。

導演透露，昨天第一次拍攝，現場兩

位主演也是“火花十足”。對此兩位主演

表示昨天的拍攝的道具車功不可沒，岑寧

兒説：“昨天的車是紅色的，就很濃烈，

我的內心是燃燒的。”李治廷則在一旁調

侃道：“主要是車沒有空調。”張婉婷在

現場透露《歲月神偷》原本計劃讓岑寧兒

擔當女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實現，《O

的故事》可以説是圓夢《歲月神偷》。原

來，李治廷與岑寧兒早在2009年便相識，

同樣都是歌手出身的兩人表示現場不在拍

戲的時候就是在聊音樂和唱歌。值得一提

的是，該片主題曲就是由岑寧兒作詞作曲，

並與李治廷合唱。

面對記者的採訪，李治廷幽默十足，

時不時“語出驚人”引發現場媒體爆笑連

連。剛剛參加完兩檔真人秀節目的他，被

問到參加真人秀感覺如何時，他“吐槽”

道：“感覺真的需要休息下，需要補鈣、

補肝、補腎、補腦、補心。”不過他也表

示很珍惜這個機會，“真人秀節目是認識

自己的過程。拍攝中的角色可以有各

種設置，但是真人秀是完全真實的展

示和認識自己。”

現場他還不惜爆料自己的糗事：

“我特別喜歡老爺車。有一天，我開

著車出去，結果車壞掉，我站在路邊

等拖車。這時候來了一輛貨車，開到

我旁邊把車窗搖下來，我以為他會罵

我堵住他，結果他大吼‘誒！皇上！

每天晚上看你呢，皇上！'當時我就想

怎麼回事？你是刺客嗎？”

此次，微電影主打“濃烈的愛”，

李治廷和新人演員岑寧兒在劇中飾演

一對因音樂結緣的戀人，在對戲過程中為了

表達愛意，做了不少嘗試。先是在紅色敞篷

豪車上相擁送婚戒，後又在海灘雨中纏綿，

可謂全情投入。而在李治廷看來，送戒指的

戲碼是愛意表達最濃烈的時刻，因為這意味

著給最重要的人最珍貴的承諾。

當被問到自己的感情觀時，李治廷表

示：“我很相信緣分，緣分是可遇不可求

的，很難去決定什麼時候該去做什麼事、

以什麼方式去談戀愛。”他也表示自己對

于愛情的態度一直是敞開的，但更重要的

是緣分，愛情是不能定檔的。“它都是突

然發生，發生了就要好好珍惜，不論外界

有多大的阻力，愛情夠濃烈就能生存。”

當被問到談戀愛後會不會公開時，他表示

這需要看對方的意願。但是他也表示自己

99%的時間都在工作，目前無暇顧及感情方

面。

優酷出品“大師微電影”自2012年推

出以來，每年邀請四位亞洲大師級導演執

導四部風格鮮明、制作精良的高品質微電

影。3年來，顧長衛、許鞍華、蔡明亮、金

泰勇、呂樂、吳念真、黑澤清、張婉婷、

羅啟銳、姜帝圭、杜可風、舒琪等13位知

名導演加盟，為觀眾奉上一部部精良的高

品質作品。今年3月25日，蔡明亮攜《無

無眠》、黃建新攜《失眠筆記》、嚴浩攜

《死後三天》、伊朗國寶級導演莫森•瑪

克瑪爾巴夫攜《房客》亮相香港電影節，4

部大師微電影隨後上線。“大師微電影”

以其國際化專業創作班底和精良的制作在

業界贏得了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先後在

戛納國際電影節、溫哥華國際電影節、釜

山國際電影節等眾多國際電影節上嶄露頭

角。

不是狗血韓劇
是熊頓與世界眉來眼去的方式

不是無厘頭喜劇
而是一部笑與淚並存的溫情喜劇

黃金搭檔《O的故事》
李治廷以音樂邂逅愛情

李治廷岑寧兒拍攝“擦出火花”
圓夢《歲月神偷》

李治廷幽默感爆棚
被路人認出叫“皇上”

李治廷曝愛情觀
認真工作感情隨緣

優酷出品國際化班底打造微電影

《戀愛排班表》曝海報
許晴車曉痛打許晴車曉痛打““渣男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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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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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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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ShereeChangE-mail:ShereeChang＠＠Gmail.comGmail.com

張
陳
雪

張
陳
雪
津津

●百億萬元成交經驗 ●25年以上經驗
●榮獲Houston TOP 50及RE/MAX TOP 20獎Sheree Chang 地產經紀人
※房屋管理，認真負責，收費合理，好評有佳，電腦作業，請查詢。

休
士
頓
精
選

1. Katy/Cinco Ranch﹐4房,約3383呎﹐4房,新漆﹐新地毯﹐
好學區﹐售32萬8千元.

2. 商業用地﹐近290/8號公路﹐約2.8 Acres﹐售35萬元﹒
3. 近Bellaire City﹐約29,093 Sqft﹐佔地1.91Acre﹐年收入約19萬﹐

如全租出﹐年收入可達25萬﹐售2百30萬﹒

福
遍
精
選

1. Sugar Lakes: 臨湖豪宅，約4603呎，Pool，設計好，高挑客廳，地點安靜，交通方便，
湖光水色，售$788,888

2. Clements高中/Telfair，約4122呎，5房4.5衛3車庫，保養好,近湖，公園，售60萬9千元.
3. Clements高中，約4290呎，5房3.5衛，木地板，新地毯，降價急售53萬8千.
4. Clement高中,SWEETWATER,臨高爾夫球場豪宅,約6,000呎,佔地約22,000呎

6房5.5衛,3車庫，書房,新Granite廚台,新廚具,高挑客廳,書房,游戲間,新浴室
Granite台面,新漆,新地毯，新木地板，游泳池，Patio,降價1.1百萬. 直撥:(281)207-6888 外州免費電話:888-289-7679X5227

SoldSold

大大SS致哀致哀
安以軒握手破失和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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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安只是去天堂旅行

大、小S雙雙偕夫汪小菲、許雅鈞
出席安鈞璨台南告別式，而大S和安以
軒曾被媒體報導，5年前因搶愛汪小菲
而撕破臉，昨雙姝都在公祭開始前就到
場，雖場外一前一後看似無交集，但場
內即使座位相隔一條走道，仍在送好友
安鈞璨最後一程的場合，相互安慰、握
手寒暄，破除失和傳言，似乎也為了讓
安鈞璨走得更安心。
大S和汪小菲因安鈞璨牽線而結為夫妻
，不過安以軒當年曾傳出暗戀汪小菲多
年，沒想到大S半途殺出，她黯然退出
，姊妹情更因此生變，當時大S不予回
應，安以軒則在微博澄清沒喜歡過汪小
菲，但雙姝互動已是媒體焦點。

大 S 和汪小菲一同現身，場外大 S
雖和安以軒沒交集，但同為安鈞璨閨蜜

，場內相遇仍互相寒暄，大S感傷說：
「小安走得太突然，讓我覺得很心痛。

今天無論如何，都要來送他一程，希望
他在天堂，可以過得更好！」並說看到
現場有那麼多安鈞璨的忘年之交和各國
友人，特別趕到台南送他最後一程，覺
得很欣慰感動， 「我覺得很幸運，有小
安這麼一位朋友」，汪小菲也表示 「今
天來，帶著很多北京朋友的不捨。」

小S也和老公許雅鈞相偕出席，小
S離場時被媒體團團包圍，即使戴墨鏡
遮掩，仍不難看出她已哭到雙眼紅腫，
她哽咽說 「小安是很貼心的小孩，生了
那麼重的病，都不告訴我們…」接著就
難過到說不下去，情緒相當激動，許雅
鈞在一旁貼心安撫，夫妻倆隨即在工作
人員保護下離開。

痛失隊友
「可米老子」 破功

申東靖之後，前偶像男團 「可
米小子」又走了一名安鈞璨，同樣
英年早逝，讓其他前戰友相當不捨
，昨王傳一與張庭偉都赴台南出席
安鈞璨告別式，王傳一提到，以前
曾提過有機會想再聚首成為 「可米
老子」，如今痛失兩名戰友，感嘆
世事無常。而在申東靖告別式上哭
到雙唇顫抖的曾少宗，昨稱有工作
在身，並未到場。
王傳一說，兩名昔日戰友的去世，
讓他更覺得自己未來活在世界上要
連同申東靖、安鈞璨的分更加努力
。而張庭偉目前於墨力國際擔任藝

術總監，暫無回歸演藝圈念頭，他
說與安鈞璨約1年沒見，但都保持聯
絡。

Q 陶喆和康康、納豆等人一同
南下出席安鈞璨告別式，陶喆說和
安鈞璨有很多共同朋友， 「我們熟
識的時間不長，但很多聚會都會碰
面，小安是個帶給大家歡笑的人，
就算生病，也一樣用樂觀面對，很
努力工作，值得大家學習。」康康
說，每年都會固定和安鈞璨聚會，
「我30幾歲時也愛喝，但有妻小後

就有節制，小安大概是沒家庭、又
還年輕，才會輕忽。」

安以軒：他永遠在心裡
安鈞璨（本名黃益承）1日凌晨因肝癌驟

逝，在台南市殯葬管理所明德廳舉辦告別式
。情同姐弟的安以軒受訪時不捨表示， 「安
氏企業」永遠都是 7 個人， 「我們其實沒有
少，他永遠都會在我們心裡。」形容安鈞璨
的去世 「就像出國，但是出國的地方叫天堂
。」

「HEY，小安，你想去什麼地方？哪一
個方向？怎麼這次會忘了呼朋引伴？你總是
愛熱鬧，你總是愛跟我們吵吵鬧鬧，你總是
愛撒嬌，總是大聲笑，總不讓朋友替你煩惱
。這玩笑誰都被嚇到，誰會想到，你連說
BYE BYE都難以預料…」昨現場播放好友為
安鈞璨做的告別影片，襯樂歌詞是陳鎮川改
編電影 「玩命關頭7」主題曲 「See You Again
（再見一面）」，並由戴愛玲和凌仲傑演唱
，搭配他生前與好友的合影、文字，相當催
淚。

安鈞璨生前人緣好，許多圈內好友都到
場，近200多名親友，加上大批媒體，現場雖
幾度混亂，但告別式過程仍圓滿落幕。好友
及公司老闆劉品言協助黃家人處理後事，她
昨說： 「我發覺我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好，
所以覺得有點難過。」例如安鈞璨好友實在
太多，看到有些人即使沒位置坐仍到場致意
，讓劉品言感到有些愧疚， 「他的追思會應
該要辦在小巨蛋那麼大才夠。」

現場布置以白色、綠色為主，搭配安鈞
璨喜歡的海洋風、向日葵，雖安鈞璨更喜歡
白玫瑰，但現場選了當季的白桔梗代替，劉
品言希望到場親友都能感受安鈞璨的活力、

陽光。
安以軒昨領 「安氏企業」向在場媒體致

謝，被問到安鈞璨曾說今年若她還沒嫁出去
、就會娶她，突然忍不住掩面泣不成聲，好
不容易才能開口回答： 「我是姊姊、他是弟
弟，可是他很多時候更像一個哥哥。」並表
示為了不讓安鈞璨擔心，她已答應會好好照
顧自己， 「以後我要自己剝蝦子、自己去夜
市吃小吃，但是他放心，因為這樣我會變得
很堅強。」下輩子再續前緣？她說： 「當然
，我們這輩子跟他緣分未完待續。」

安鈞璨（小安）是 「安氏
企業」中的 「總經理」，安以
軒、夏于喬、陳喬恩、Linda、
劉品言、白歆惠昨全員到齊。
「董事長」安以軒強調： 「安

氏企業一直是７個人，我們６
個在場，但我們永遠是７個人，我們不
會忘記他。」她只能想像小安只是出國
，目的地是天堂，成員藉此淡化死別的
傷懷。

被問到小安是否等她趕到醫院後才
嚥下最後一口氣？她突然痛哭失聲，邊
擦淚邊自語： 「我答應他不會哭，所以
我不會哭。」情緒穩定後表示： 「從今
以後，我會自己剝蝦殼，單獨去夜市。
」還說來生要再組安氏企業。

成員寫下文字在告別式中播放，安

以軒說： 「弟：你最怕我生氣，也最擔
心我難過，所以自始至終都還選擇了騙
我～知道你最放不下我，在離去前二天
還交待（代）朋友以後要多擔心我…這
十年我們擁有最深的感情，最多的回憶
，去過最多國家一起過著生日！但這不
夠，這輩子未完、待續！…這次姐姐不
罵你那麼任性了，放心去做快樂小天使
吧！永遠愛你的姐姐。」

安以軒又在微博說： 「有一種愛叫
安鈞璨。說好陪我到老，永恆哪裡找？
想要放，放不掉，淚在飄，說了再見，
才發現再也見不到！我知道你只是去了
一個叫天堂的國家長途旅行。你說過：
想哭的時候，記得要更用力笑。好好活
著，就是我愛你最好的證明。」

藍鐘競爭試圖填補德州冰淇淋市場空缺藍鐘競爭試圖填補德州冰淇淋市場空缺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最新移民消息最新移民消息：：職業移民第二優先第五優先都前進職業移民第二優先第五優先都前進44個月個月

休斯敦 -今天Ben and Jerry 冰淇淋卡車在休斯頓各地推動它的
進軍市場之旅。隨著藍鐘 (Blue Bell) 冰淇淋仍在召回進行中，有人
說，藍鐘的市場空隙，可能是別人的大好機會。

“對
他們
說這
是一

個偉大的舉動，巨大的商業舉動，這不是真正的好時機。我們不願
趁虛而入這樣的市場空缺。” Ben and Jerry經理說。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表示，週三，藍鐘李斯特菌疫情調查已經完
成，但是它重新上架之前將是一個較長的同時。現在，人們將不得
不享受其他冰淇淋。漢克的冰淇淋，家庭經營的，根據當地冰淇淋
店，實際上因為藍鐘的召回已經看到市場上揚。

“我們不嘗試和任何人比較自己。我們只是做我們知道要做最
好的，同時，忠誠的客戶都在等待。” 藍鐘的競爭者說。

2015年7月份的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第一
優先仍全面有名額，第二優先和第五優先均給力，前進4個月,
第三優先停滯。全世界範圍內, 第一優先和第二優先仍全面有名
額，第三優先前進1個半月。親屬移民排期各類優先都有前進。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
，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3年10月01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上高
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1年09月01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人士
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6年01月01日。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排期
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2015年04月01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5年04月01日
(二)親屬移民排期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2007年10月01日中國大陸
2007年10月01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 2013年11月08日中國大
陸2013年11月08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2008年10月15日中國大陸
2008年10月15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 2004 年 03 月 15 日中國大陸
2004年03月15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香港) 2002年10月22日中國大陸
2002年10月22日
注：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21歲以下未婚子女
第二B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2015年5月27日，眾議院提出一項法案,將可能禁止外

國孕婦以B-1或B-2身份入境美國生育孩子。該法案要求憑B-1
或B-2簽證入境的外國婦女攜帶能夠證明其1）未懷孕，
或2）未打算在美期間生育的醫生證明方可入境。

2. 史上最激烈H1B名額爭奪戰役，23.3萬人搶占8.5萬個
名額。美國移民局4月13日宣布，截止4月7號，移民局一共收
到約233,000份H-1B申請，並於13日進行並完成了H-1B名額
電腦抽簽。首先進行抽簽的是為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益人設
立的20,000個H-1B名額。未抽中名額的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
受益人再與其他受益人一同參與65,000H-1B名額的抽簽。對於
未抽中的H-1B申請，移民局將退回申請材料及申請費。移民局
再次承諾，將會最晚不遲於 5 月 11 號開始對要求加速處理的
H-1B申請進行審理。另外，移民局也會繼續受理不受H-1B名
額的申請，包括 H-1B 延期申請，更換雇主申請，以及免受
H-1B 名額限制的雇主遞交的H-1B申請。

3. 3月23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兩年一度的［選擇美國高峰
會談］（Select USA
Investment Summit）上表示，美國政府將對L－1B工作簽證進行
改革，以吸引更多海外人才。

4. 聯邦國土安全局(DHS)、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ICE)
等執法單位，於3月3日清晨持搜查令(Search Warrant)，掃蕩南
加州三縣二十處月子中心。一些孕婦的護照、新生兒的出生證明
被扣留。部分孕婦收到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ICE)的約談通
知.月子中心涉嫌移民詐欺、稅務詐欺、福利詐欺，洗錢等多項
罪名。

5. 美國移民局於2015年2月24日宣布，已經遞交職業移民
申請的H1B持有人的配偶如果符合相關條件，將能夠在美國合
法工作，移民局將從2015年5月26日起開始接受申請。符合申
請條件的 H1B 身份的配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H1B 持有人的
I-140職業移民申請已經獲得批准，而該H4配偶為主要受益人
或H1B持有人已經處於H1B6年以後的延期階段。國土安全局此
次頒布的規定將造福數十萬計的H4持有人。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
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

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

力&鄢旎律師事務
所的主任律師。鄢
旎律師的移民專欄
在美南新聞，世界
日報和美中信使報
每星期六連載。鄢
旎律師主講的移民
路路通節目每個月
的第二和第四個星
期一下午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台
調 頻 AM1320 時 代
華語廣播電台播出
。提供最新的移民
咨訊並現場解答聽
眾問題。鄢旎律師
同時還擔任美南國
際電視台法律節目
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
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
賣,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力&鄢
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anlaw.
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00AM-5:
00PM, 周六:10: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接中收看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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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832--919919--83388338產品詢問：

批發熱線：732732--694694--31683168

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

強力排油煙機
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

·全自動高溫熱水清洗
·輕觸式數碼控制板

·專利節能熱水清洗系統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全自動清洗全自動清洗ACAC830830型號型號
包安裝只需包安裝只需$$595595（（限時供應限時供應））

特約代理商

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床墊世界：Tel: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M Houston, TX 77081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4635 Highway 6. Sugarland, TX 77478
帝國健康器材：ComfortCity Inc. Inside Hongkong Market 11209 Bellaire Blvd, S# C-13 Houston, TX 77072

特價酬賓傾銷特價酬賓傾銷

www.accelaR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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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20152015 年年 55 月月 2929 日上午日上午 1010
時時，，華諮處華諮處““福康長者樂園福康長者樂園””第三屆藝第三屆藝
術展覽在華諮處禮堂隆重舉行術展覽在華諮處禮堂隆重舉行。。

當天活動的司儀由家庭及社區服當天活動的司儀由家庭及社區服
務主任林善雯和福康長者樂園活動主務主任林善雯和福康長者樂園活動主
任何淑怡擔任任何淑怡擔任。。林主任說林主任說：：本樂園自本樂園自
20132013年至今已是第三年舉辦藝術展覽年至今已是第三年舉辦藝術展覽
。。今年的主題是今年的主題是「「共融共融」」，，展示樂園長者展示樂園長者
如何融入多元文化如何融入多元文化，，從而將集體主義從而將集體主義
個人化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演繹出個人化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演繹出
來來。。

今次展示的作品都是由該樂園今次展示的作品都是由該樂園6060
歲以上的長者創作的歲以上的長者創作的，，當中也有與該當中也有與該
樂園進行文化交流活動的義工們共同樂園進行文化交流活動的義工們共同
參與參與，，而所有的創作活動都是由工作而所有的創作活動都是由工作
人員和合作的藝術家設計及帶領人員和合作的藝術家設計及帶領，，既既
發揮工作人員組織領導認真策劃的積發揮工作人員組織領導認真策劃的積
極性又發揮廣大長者熱情參與積極創極性又發揮廣大長者熱情參與積極創
作的積極性作的積極性。。

展品共分展品共分66個展區個展區，，如如「「個人代表個人代表
」」和和「「集體主義個性化集體主義個性化」」的作品展區的作品展區，，
「「集體回憶集體回憶」」作品展區作品展區，，這些作品描述這些作品描述
長者如何認識自我長者如何認識自我、、表現自我的生活表現自我的生活，，
繼而共同分享相同的理念和願望繼而共同分享相同的理念和願望：：老老
有所樂有所樂，，老有所為老有所為，，把福康長者樂園建把福康長者樂園建
設成一個和睦和諧歡樂的文明的大家設成一個和睦和諧歡樂的文明的大家
庭庭。。

處於大片玻璃窗戶上和鄰近的展處於大片玻璃窗戶上和鄰近的展
品品，，是繼承中華民族傳統並進行文化是繼承中華民族傳統並進行文化
融合的作品融合的作品，，在長者發揮他們原有的在長者發揮他們原有的
傳統智慧的基礎上傳統智慧的基礎上，，學習和吸取西方學習和吸取西方
的文化元素的文化元素，，力求做到中西文化融合力求做到中西文化融合。。
耆老樂園藉此機會感謝女性藝術畫廊耆老樂園藉此機會感謝女性藝術畫廊
在過去的在過去的33年與他們合作年與他們合作，，卓有成效地卓有成效地
開展社區藝術活動開展社區藝術活動。。同時也感謝今天同時也感謝今天
活動的食品贊助人活動的食品贊助人----孫氏家庭孫氏家庭，，它是它是
我們樂園的成員陳玉珍的家人我們樂園的成員陳玉珍的家人，，以及以及
東洋食品超市和昊天茅山法旺堂仙法東洋食品超市和昊天茅山法旺堂仙法
道壇道壇，，他們對該樂園定期捐贈食品他們對該樂園定期捐贈食品。。

華諮處總裁黃羅瑞雄和老人部巫華諮處總裁黃羅瑞雄和老人部巫

經理致詞說經理致詞說，，他們很高興參加今天的他們很高興參加今天的
第三屆藝術展覽第三屆藝術展覽，，今年的主題是今年的主題是““共融共融
”，”，難度比往年大難度比往年大，，說明福康長者樂園說明福康長者樂園
的藝術水準節節上升的藝術水準節節上升，，不斷提高不斷提高。。在芝在芝
加哥女性藝術畫廊的藝術家和福康樂加哥女性藝術畫廊的藝術家和福康樂
園工作人員的指導下園工作人員的指導下，，福康樂園的長福康樂園的長
者發揮智慧和才能者發揮智慧和才能，，創作了許多藝術創作了許多藝術
作品作品，，活得更有活力活得更有活力，，促進了身心健康促進了身心健康
。。事實證明事實證明：：在社區社會服務機構的統在社區社會服務機構的統
籌安排下籌安排下，，步入晚年的長者完全有條步入晚年的長者完全有條
件和能力過著美滿的優質的晚年生活件和能力過著美滿的優質的晚年生活
。。這正是我們華諮處和福康長者樂園這正是我們華諮處和福康長者樂園
的宗旨和奮鬥目標的宗旨和奮鬥目標。。

接著接著，，黃總裁黃總裁、、巫經理巫經理
、、林主任給林主任給 20152015 年度三個年度三個
比賽的獲獎者發獎牌比賽的獲獎者發獎牌。。標標
語創作比賽前三名語創作比賽前三名：：吳洛吳洛
仁仁，，林溢娑林溢娑，，李傳德李傳德；；春聯春聯
書法比賽前三名書法比賽前三名：：林蓮蓮林蓮蓮，，
李傳德李傳德，，陳珠玉陳珠玉；；工藝品創工藝品創
作比賽前三名作比賽前三名：：李傳德李傳德，，林林
蓮蓮蓮蓮，，劉元澄劉元澄。。

為了表示祝賀為了表示祝賀，，唱歌唱歌
組唱了兩首歌組唱了兩首歌：：當我們在當我們在
一起一起；；友誼天長地久友誼天長地久。。前來前來
進行文化交流的進行文化交流的 99 位墨西位墨西
哥長者也向獲獎者祝賀哥長者也向獲獎者祝賀。。

筆者饒有興趣地觀賞筆者饒有興趣地觀賞
藝術作品藝術作品。。最使我感動的最使我感動的
是是““我的秘密花園我的秘密花園”，”，一共一共
有二十幾張有二十幾張，，由二十幾位由二十幾位
長者創作長者創作。。福康長者樂園福康長者樂園
每一兩月都要組織一次郊每一兩月都要組織一次郊
遊遊，，他們到過溫室植物園他們到過溫室植物園、、
芝加哥植物園芝加哥植物園、、林肯公園林肯公園
等許多公園等許多公園，，看過梅西商看過梅西商
場花卉展覽等許多展覽場花卉展覽等許多展覽，，
積累了許多素材積累了許多素材，，每個人每個人
心中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心中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

““秘密花園秘密花園”，”，所以他們就所以他們就

來個百花齊放來個百花齊放，，看誰的看誰的““秘密花園秘密花園””最最
漂亮漂亮。。長者中有堪稱畫家的李傳德老長者中有堪稱畫家的李傳德老
先生先生。。他畫的孔雀和荷花楚楚動人他畫的孔雀和荷花楚楚動人，，婀婀
娜多姿娜多姿。。在下垂飄蕩的樹枝的映襯下在下垂飄蕩的樹枝的映襯下，，
絢麗的孔雀身上充溢著無邊的寧靜超絢麗的孔雀身上充溢著無邊的寧靜超
然灑脫然灑脫，，氣質幽淡而玄妙氣質幽淡而玄妙。。在大幅國畫在大幅國畫
孔雀旁邊有十幾張李傳德畫的孔雀旁邊有十幾張李傳德畫的““圓盤圓盤
畫畫”（”（用進餐的圓盤代替宣紙用進餐的圓盤代替宣紙）。）。我考慮我考慮
，，圓盤畫應當屬於一種圓盤畫應當屬於一種““折枝畫折枝畫”。”。折枝折枝
畫始於唐朝畫始於唐朝，，流行於宋朝流行於宋朝，，優點是數枝優點是數枝
花花（（無根無莖無根無莖））即可將繁花似錦的意韻即可將繁花似錦的意韻
點破點破，，以少勝多以少勝多，，以小見大以小見大，，小巧精緻小巧精緻，，
形象簡約而鮮明突出形象簡約而鮮明突出。。折枝畫以圓形折枝畫以圓形

（（團形團形））居多居多，，也有方形和扇形也有方形和扇形，，往往以往往以
一枝花或者數枝花聯想全株的繁花一枝花或者數枝花聯想全株的繁花，，
所以叫所以叫““折枝畫折枝畫”，”，後來有人再配以禽後來有人再配以禽
鳥草蟲蜂蝶鳥草蟲蜂蝶，，成為折枝花鳥畫成為折枝花鳥畫，，以捕捉以捕捉
近景近景（（此種畫無中景此種畫無中景、、遠景遠景））中所蘊藏中所蘊藏
之美之美。。畫面元素少畫面元素少，，一叢草一叢草、、幾片葉幾片葉、、一一
枝花枝花、、一塊石一塊石，，一隻鳥被淨化定格在畫一隻鳥被淨化定格在畫
面上面上，，形成單純而寧靜的世界形成單純而寧靜的世界。。希望李希望李
傳德先生能認準折枝畫的優點和特點傳德先生能認準折枝畫的優點和特點
，，創作更多的佳作創作更多的佳作。。

林蓮蓮的絲綾堆繡畫林蓮蓮的絲綾堆繡畫““彩龍戲珠彩龍戲珠””
也甚好也甚好。。絲綾堆繡畫是在織物的基礎絲綾堆繡畫是在織物的基礎
上上，，採用浮雕採用浮雕、、編織編織、、刺繡刺繡、、縫綴縫綴、、堆貼堆貼、、

抽絲等多種工藝製作的裝飾品抽絲等多種工藝製作的裝飾品，，最常最常
見的是用絲綾堆繡浮雕工藝製成的錦見的是用絲綾堆繡浮雕工藝製成的錦
緞堆貼畫緞堆貼畫。”。”彩龍戲珠彩龍戲珠““中龍的形象集中龍的形象集
中了許多動物的特點中了許多動物的特點：：鹿角鹿角、、牛頭牛頭、、蟒蟒
身身、、魚鱗魚鱗、、鷹爪鷹爪，，具有典型的中華民族具有典型的中華民族
特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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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薛凱琪（Fiona）日
前到上海出席活動，
12日她前往機場準
備返港途中遇上交通
意外，她更上載一張
兩部車輛車頭碰撞的
照片。事後Fiona報
平安指她與助手
並沒受傷，大家
不用擔心，她
說：“頭先我
喺上海做一
個護膚品代
言會，跟住
返香港嘅時

候，去機場途中，我
哋架車就撞咗埋另一
架車，兩車車頭都凹
晒，但因為我哋趕住
返香港，司機開咗我
哋保母車嘅車門，叫
我哋落車，咁就行咗
一段路，就入機場
先。件事發生得好
快，我當時都喺架車
度尖叫，因為真係好
驚。我同助手都無受
傷，平安無事，大家
唔使擔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高海寧（高
Ling）與馮允謙12日一同出席台南美食節活動，高
Ling即場試食之外，還下廚學煮擔仔麵。

高Ling表示一直工作，很久沒去旅行，因近八
個月都要拍《愛·回家》，未來亦要參與另一齣新
劇。她指本來有機會去一趟旅行，主要是有朋友在
韓國，可是因“新沙士”已不會成行。高Ling感覺
韓國人對“新沙士”疫情擴散不表現緊張，也可能
是香港人曾經歷過沙士，警覺性自然也較高，不過
她在韓國的朋友是有戴口罩，也希望這病毒會盡快
消失。

對於亞視12日宣布賣盤成功，高Ling表示對
此不太不清楚，但亞視指歡迎其他藝人過檔，她則
目前未有轉工的想法，畢竟她跟無綫合約未滿，工
作仍是緊接而來。

高海寧怕疫情取消韓國行

香港文匯報訊關詠荷（Esther）早前暫時放下
老公及女兒，首次以“奧比斯兒童大使”的身份，
前往山東臨沂進行救盲探訪。旅程中，關詠荷初次
體驗前線救盲工作：走進落後山區，探訪眼疾病童
的父母。同時她亦首次走進手術室，見證長達30
分鐘的斜視手術外，更暫時充當4歲病人小寧馨的
母親，一直陪伴她接受斜視矯正手術。“本來我入
手術室前，我都好冷靜，但由於這個小病人比同齡
的較為肥胖，而大部分的小兒眼科手術都需要在全
身麻醉的狀態下進行。因此，為確保注射的劑量準
確，小寧馨需分幾次接受，其間當她偶有出現半甦

醒的反應時，我都
好緊張，除了緊緊
地捉緊她的手，給
她鼓勵外，我心裡
頭亦湧起了一股強
烈的使命感。”
另關詠荷亦會

把這次探訪的復明
體驗組織成一個故
事，逐一與女兒分
享。

關詠荷陪眼疾童接受手術

薛凱琪上海遇交通意外

■■高海寧學煮擔仔麵高海寧學煮擔仔麵。。

■關詠荷早前到山東臨沂進
行救盲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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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青霞長沙報
道）國際巨星成龍日前前往長沙參加湖
南衛視《天天向上》“國際禁毒日”主
題節目的錄製。在錄製現場，成龍透露
今年將拍攝禁毒主題電影《極夜》，更
坦言自己的家庭也是毒品受害者，希望
有更多的人能夠參與到禁毒防毒的公益
事業中來。

指祖名作出改變
在娛樂圈摸爬滾打多年的成龍，是

華語娛樂圈最具國際知名度的功夫巨
星，已經年過六旬的他，近些年減少銀
幕作品，主要投身慈善事業。當主持人
汪涵現場聊到房祖名吸毒一事時，成龍
也毫不避諱，並表示非常感謝公安幹警
們，讓這個壞事變成了“好事”。從接
房祖名出來始，成龍再無批評過兒子，

認為兒子已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不希望
繼續給他太大的壓力。
成龍表示，現在的祖名發生了許多

變化，學會了把飯吃乾淨、把鞋擺放整
齊等等以前不會做的事。言語之中，作
為父親的成龍透露出一種對於兒子發生
改變的溫暖與欣慰，並總結自己是個負
責任的父親，但不是個好父親。
2010年成龍擔任中國禁毒宣傳形象

大使，今年5月7月，成龍成為新加波中
央肅毒局委任的反毒品大使。長期以來
支持禁毒公益事業的成龍，還向《天
天》兄弟透露將拍攝一部禁毒題材的主
題電影《極夜》，支持禁毒事業。據成
龍透露，電影將以湄公河大案為背景，
演員將考慮啟用當紅“小鮮肉”李易
峰、鹿晗等，並希望通過他們在年輕人
中的影響力來更好地傳遞吸毒的危害。

成龍成龍將拍禁毒電影將拍禁毒電影 李易峰鹿晗有望加盟成龍將拍禁毒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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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日”主
題節目的錄
製。

■■

薛
凱
琪
日
前
到
上
海

薛
凱
琪
日
前
到
上
海

出
席
活
動

出
席
活
動
。。

經過初評後，共有10部中國電視劇、6部
海外電視劇、9部紀錄片、10部動畫片

和20部綜藝節目成功突圍，角逐今年“白玉
蘭”大獎的各單元獎項。改編自莫言小說的
《紅高粱》，原本就是奪獎熱門，僅從入圍
名單來看，除周迅和朱亞文加入“視后”、
“視帝”爭奪戰，黃軒、秦海璐入圍“最佳
男配角”、“最佳女配角”之外，《紅高
粱》還躋身“最佳中國電視劇”、“最佳導
演”、“最佳編劇”大名單，入圍多達7個獎
項。

周迅破不拍劇謠言
《紅高粱》在內地收視火爆，周迅綻放

出最為奪目的光彩，獨角戲相當亮眼。雖說
提名中也有姚晨、閆妮這類實力型演員，但
周迅對戴九蓮的演繹極具特色，並最終打動
評委，將本屆最佳女演員的殊榮，頒給了時
隔多年再度回歸電視熒屏的周迅。周迅上台
領獎時，感謝鄭曉龍導演將自己從不演電視
劇的謠言中“解救”出來。她指，曉龍導演
把這麼豐富又有戲劇性的角色給了她，其實

是她的幸運。周迅曾奪得金馬獎、金像獎、
金雞獎三大后冠，如今又再添一座中國電視
劇界最高獎獎杯。
憑借《老農民》這部講述農民的大戲，

老戲骨陳寶國獻上了60年跨度的精彩演出。
這個角色亦獲得本屆上視節專業評委的首
肯，力壓大叔黃磊和吳秀波拿下最佳男主角
大獎。
12日下午，“白玉蘭”獎評委見面會提

前舉行，透露了評審細節。本屆上海電視節
電視劇評委會主席、著名導演閻建鋼攜評委
會委員——著名導演郭靖宇、林黎勝、著名
演員宋佳、著名編劇王宛平以及美國編劇丹
尼爾．派恩共同出席了電視劇評委見面會。
閻建鋼簡潔地總結了本次評審工作，直言
“程序正確，結果公正，問心無愧”。美國
編劇丹尼爾．派恩亦表示，本次觀看的作品
從3個小時到10個小時不等，題材也各不相
同，但評委會委員對最終產生的結果都非常
滿意。著名演員宋佳坦言，在評審過程中產
生過不同意見，但整體氣氛可用“團結、緊
張、嚴肅、活潑”8個字概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第21屆上海電

視節12日閉幕，回歸小熒屏的影后周迅頗有斬獲，憑借

《紅高粱》一舉奪得最佳女演員。內地資深男演員陳寶國，

則將最佳男演員桂冠收入囊中。

電視劇類
最佳中國電視劇：《北平無戰事》
最佳導演：毛衛寧
最佳編劇：劉和平
最佳男主角：陳寶國
最佳女主角：周迅
最佳男配角：馮遠征
最佳女配角：秦海璐
最佳海外電視長劇：《摩登家庭》
最佳海外電視短劇：《冷杉溪》

綜藝節目類
最佳真人騷：《我是歌手》
最佳綜藝欄目：《中國漢字聽寫大會》

紀錄片類
最佳紀錄片：《贗品大師》
最佳系列紀錄片：《急診室故事》
動畫片類：《功夫兔與菜包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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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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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穿上大露周迅穿上大露
背拖地長裙走紅背拖地長裙走紅
毯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朱亞文攜手馬伊琍等朱亞文攜手馬伊琍等
走紅毯走紅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周迅憑周迅憑《《紅高粱紅高粱》》獲得獲得
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
女主角女主角。。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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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海璐獲頒最秦海璐獲頒最
佳女配角獎佳女配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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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養

完美S型身段不僅要有挺拔的胸部和圓潤的豐臀，還
要有筆直秀美的背部。背部的挺拔與否，直接決定了
一個人整個形體的美麗程度，一個擁有優美曲線的背
部，不僅會讓你看起來形態優美、線條流暢，整個人
也會顯得高很多。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都有哪些瘦背
的好運動呢——

第一步：站立飛翔練習
站立，膝蓋微屈，雙腳分開，與臀同寬，雙手各抓

一個輕度重量的啞鈴，手掌相向。上身前傾與地面平
行。收緊小腹，保持背部挺直，慢慢抬高雙臂，使之
與肩膀同高。收緊肩胛骨。保持一會兒，回到開始的
位置，重複做10至15次。

第二步：單胳膊彎曲練習
把右手和右膝放在凳子上，左手抓一個中等重量的

啞鈴，手掌向上，肘部輕輕彎曲。左肘與肩膀同高，
收緊小腹，脖子與脊背在一條直線上。放下，回到開

始位置，重複做 10 至
15次，換右手做。

第三步：拉帶子飛翔
練習

在門把手上拴一條
有 彈 性 的 帶 子 或 軟
管，雙手各執帶子的
一端，坐好、拉緊，
使胳膊與肩膀同高，
然後輕輕彎曲肘部，
慢慢地往後拉帶子，
直 至 肘 部 與 胸 部 同
高，收緊肩胛骨。保
持一會兒，回到開始
的位置，重複做 12 至
15次。

我們都要漸漸步入主婦的行列，做
一個賢惠又美麗的女人並不是這麼容
易的。如何讓自己在做好家務的同時
還要容光煥發呢？讓我們來和小編一
起看看，不再絕望的主婦是怎樣保養
的吧！

面對油煙 如何上廳堂下廚房
食用油受熱後，會生成多種致癌

物。主婦們長期被油煙侵蝕著皮膚，
容易粗糙老化，並且容易長出成人
痘。因此，我們要做到及早清潔，同
時注重肌膚修復。

1 烹飪美味時，除了及時開啟抽油
煙機，同時一定要給廚房通風，保證
廚房內的空氣流通，避免油煙瀰漫在
整個房間。

2 主婦們在做完飯後，需要馬上為
肌膚做個清潔，避免油煙的污染長時
間停留在臉上。

3 每週至少做 1-2 次的深層去角
質，並使用清潔類的面膜為肌膚做深
層 「大掃除」清潔毛孔，淨化肌膚。

4 建議每兩天使用一次補水面膜及
眼膜加強肌膚的護理，保持肌膚良好
的平衡。

5 可以考慮配合使用美白系列的產
品，預防面部色素沉澱、膚色暗啞，
使肌膚更加通透明亮。

打掃衛生時，由於活動量加
大，皮膚也會隨著體溫的昇高而
毛孔張開、皮脂腺的分泌增加，
但是房間乾燥的情況下，會造成
水分流失而乾燥，比平時更容易
被污染。

清掃型黯沉營救措施：
掃除前：
1 使用保濕產品，最好選擇

有效重整皮脂膜的產品進行保
濕，還可強化皮膚的自我保護

功能。
2 使用保護性能比較全面和

抗氧化的功能產品。
掃除後：
1 為臉部做一次徹底的清

潔，但不要太過度;使用高保濕
效果潔面產品，極力防止肌膚受刺
激，仔細清潔T字部位。

2 最好做一個保濕面膜，幫助肌膚
好好恢復和調理一下，讓肌膚完全甦
醒，補充大量能量和流失的水分。

3 同時也不要忽略眼部和唇部的保
濕護理，同樣需要選擇保濕性能好且
低刺激的產品。

熬夜為寶寶 容顏憔悴
做一個新手媽媽的壓力真的非常

大，但你要記得，如果此時不能妥善
照顧自己，皮膚老化的速度可能會急
轉直下。新媽媽也要向著辣媽標準努
力哦！寶寶和護膚，一個都不能少~

熬夜型黯沉營救措施：
1 因為你每天的時間大多花在照顧

孩子和工作上，建議在護膚方面，盡
可能選擇高機能的產品，然後簡化護
膚程序，也就是說選擇那種包含幾種
功效於一瓶的產品，特別是精華
液。

2 每週可在看電視時，敷面膜和眼
膜1-2次，也算是給自己一個放鬆和
美容的時間，雖然祇有15-20分鐘，
但效果卻會非常顯著。

3 壓力越大時，水分流失也會越
快，使肌膚看起來粗糙晦暗，建議你
一定要使用保濕霜，為肌膚補充足夠
的水分。一樣的道理，每天要多喝
水，最好1200-1500c.c。左右，身體
和皮膚才會健康有活力。

燙髮、染發、拉直，諸多的創意流行讓我們有了百變的可能，但
是，我們在盡情享受美麗形象的同時也不得不面臨 「江河日下」的
發質。頭髮開始乾枯分叉，每次洗完頭髮都因為頭髮太過糾纏而扯
掉過多的髮絲……那麼究竟要怎麼做，才能讓我們的秀髮重新獲得
「新生」呢?
1 燙染後立刻做水療護理
祇要是燙染過的頭髮，肯定都會受損。因為在染發過程中由於有

大量鹼性物質進入毛髮中，破壞了原有的蛋白質和氨基酸，所以染
後的頭髮很容易變得乾枯、失去光澤和彈性，頭髮受傷在所難免，
雖然專業的髮廊現在盡量使用含鹼性低的染發膏，但這種損害卻還
是存在的。

為了將燙染的傷害減少到最低，燙染時最好選擇國際一流品牌的
燙染產品，在燙染的過程當中，還應該選擇專業的髮型師。專業髮
型師會根據顧客的發質推薦適合的燙染產品，還能更好地掌握好藥
水的量和做髮型的時間，這些都是降低頭髮受損度的重要條件。

正因為損害是肯定的，目前市場上流行的最直接有效的拯救方式
是，在燙染過後立刻做水療護理，讓護髮和染發同時進行。很多人
會發現，燙染後頭髮的藥水味很重，這是因為還有大量藥水殘留在
髮絲裡，而且髮絲的毛鱗片還一直打開著而造成的，這時候水療，
不僅能將藥水清洗乾淨，還能滋養髮絲，恢復頭發毛鱗片的順滑。
有條件的顧客還可以在燙染後第三天給頭髮焗營養油，可以更好地

修復受損發質。
2 短期護理和中長期護理

結合
到專業髮廊護髮也非常必

要。現在市面上有種類繁多
的護髮項目，常見的有水療、冰療、奶療，這些一般都是瞬間護
理，也叫短期護理，還有另外一些如倒膜、焗營養油等是中長期護
理，對修復受損發都有一定的效果。比如水療，不需要任何加熱手
段就可以通過浸泡頭髮達到為頭髮補充營養，修復受損發質毛鱗片
的作用，做完以後可以明顯看到頭髮恢復亮澤，但這種效果來得快
去得也快，祇能維持2--3天，而焗營養油需要通過加熱25--30分
鐘，讓營養油有充分滋養髮絲的時間，所以達到的護髮功效是相對
持久的，可以維持1--2個星期，因此，如果短期護理跟中長期護
理交替著做，對頭髮的修復將會更有效果。

3 日常護理要堅持細節
當然，燙染過後的日常護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好不要選擇 「二

合一」的洗護產品，因為 「二合一」的產品往往缺乏針對性，效果
不太明顯。洗髮水跟護髮素最好分開使用，如果能夠到專業美發護
理店或者專業髮廊購買針對自己發質情況的洗護產品則更好。

此外，一次日常護理的小細節也不應該忽視，像人的皮膚一樣，
人的頭髮也經受不住強光和紫外線的侵襲，要保護頭髮，平時出門
時盡量帶上帽子或雨傘，不要讓頭髮直接暴曬在太陽底下。平時洗
頭的時候，也不應該拚命揉搓，洗完頭後擦乾頭髮也應避免用力
擦，使用吹風機時，最好不要開到最大風檔，吹乾頭髮的時間也不
要太長，順著頭髮生長的方向吹，以保持頭髮的順滑。如果自然風
乾對頭髮的傷害會更少。此外，遠離輻射也是護髮的一種方法。

三招讓秀髮瞬間復甦三招讓秀髮瞬間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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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两年前，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霾”字怎么读，

PM2.5还只是极少部分人口中的专业名词；如今的

情形却是，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关注天气变化，关注

着 PM2.5的数值。过去，人们只有在感冒等特殊情

况时才会想到戴口罩；现在，为了避免 PM2.5损害，

街上戴着 N95医用口罩的人数量大增。与口罩一样

热销的，还有各种空气净化器，某些品牌甚至供不

应求。

事实上，PM2.5 走进中国人的视线是在 2010

年。

2010 年 9 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

布了一张全球空气质量地图。象征 PM2.5浓度最高

的红色出现在了北非、东亚和中国。世界卫生组织

认为，PM2.5小于 10 是安全值，但中国华北、华东

和华中地区 PM2.5的数值全部高于 50，接近 80，甚

至远远超过了撒哈拉沙漠。

这张地图公布后不久，2010年 11 月 21 日，美

国驻华使馆的空气检测仪器显示，PM2.5的读数超

过了设备的最高限值 500。使馆将这一天北京的空

气质量形容为“糟糕透顶”。此后，每天查询 PM2.5

数值开始成为一部分人的习惯。2011年 12月 4日，

美国驻华使馆的监测数据再次爆表，社会上关于

PM2.5影响的讨论，已不容忽视。2012年 2月，最新

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正式将 PM2.5纳入常规空

气质量评价，并规定，24小时内 PM2.5平均浓度值

应低于 35，年均值低于 15，而这个数值，还只是世

界卫生组织所制定的第一过渡时期标准。

真正将“PM2.5”推到关注焦点的，是今年年初

蔓延全国的那场大雾。浓雾中，行人看不见公路，摩

天大厦犹如海市蜃楼。1月 12日，北京某些位置的

PM2.5数值甚至破纪录达到每立方米 900微克。至

13日，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京津冀

地区更是发布了大雾橙色预警。

北京市民张小姐说，她从没想到，大雾也会成

为一种可怕的天气。“我曾经感受过 1999 年底到

2000年初北京沙尘暴的可怕。现在，沙尘暴走了，

PM2.5又来了。有雾的天气，我就盼着刮场大风，可

以赶紧吹走这些污染物。”

危害呼吸系统
PM2.5是指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微米的

颗粒物。形象地说，这种颗粒物的直径只有一根头

发的 1/28，也称“可入肺颗粒物”。这种体积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的“小东西”，造成的危害却是严重的。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介绍，因为

PM2.5 很微小，所以能深入机体肺泡并沉积，对呼

吸系统造成损伤；进入血液循环，会造成全身性的

危害。卫生部北京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柯会星表

示，PM2.5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的伤害主

要包括，呼吸道受刺激、咳嗽、呼吸困难、降低肺功

能、加重哮喘，导致慢性支气管炎、非致命性的心脏

病和心肺病患者的过早死亡。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

市环境检测中心联合做过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

灰霾天气，PM2.5 日均浓度每增加 34 微克 / 立方

米，呼吸科、小儿呼吸科日均门诊人数分别增加

3.2%和 1.9%。而且灰霾天气对门诊影响的滞后累积

效应更大，当灰霾污染暴发第 6天时，门诊人数达

到最高值。

潘小川教授指出，对人体危害最大的不是颗粒

物本身，而是细小颗粒物上吸附的化学物质。比如，

吸附了致癌物就有致癌效应，吸附了重金属就会造

成重金属危害。

2012年，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了国内首

份针对我国不同城市 PM2.5 造成健康损伤的研究

报告，研究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 4 个城

市。结果显示，2010 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因

PM2.5 污染造成早亡的人数分别为 2349 人、2980

人、1715人、726人，共计 7770人，分别占当年死亡

总人数的 1.9%、1.6%、2.2%、1.5%。这些令人怵目惊

心的数字可能还“低估了空气污染对死亡的影响”，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李国星博士表示，此研究中

“没有考虑长期效应”，否则这一数字可能还会增

加。

世界卫生组织在 2005年版《空气质量准则》中

也指出：当 PM2.5年均浓度达到 35微克 /立方米

时，人的死亡风险将比 10微克 /立方米的情形增

加约 15%。

哪些情况下浓度最高
空气中的颗粒物来源于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王玮等人，早在 2000年就

发表了对当时 PM2.5污染状况和特征的研究。此项

研究指出，以北京为例，城区的 PM2.5主要来自机

动车的排放；其次是煤炭燃烧，尤其是冬季采暖，工

业排放反而影响不大。2006年，王玮再次撰文补充，

北京 PM2.5主要来源还包括建筑尘、扬尘以及有机

物污染等。

另有一项研究显示，室内 PM2.5有九成来自人

们的活动。其中，吸烟及附着在家具、衣物等表面的

烟尘颗粒是主要来源。当人们活动时，比如整理床

铺，这些颗粒会因为空气流动升腾起来，被人吸入

肺中。

什么地方浓度最高？室外为马路边、大公交站

旁边；室内为厨房和不禁烟的餐厅。汽车尾气对

PM2.5 的影响很大，有检测发现，在北京中心城区

堵车时，PM2.5浓度会增加 4—6倍。厨房油烟和吸

烟产生的 PM2.5最易对室内产生影响。中国疾控中

心控烟办公室李强博士介绍，吸一支烟只需 10分

钟，离吸烟者 3米左右的地方，PM2.5水平可以达

到 300 微克 /立方米；15 分钟左右，6 米内也接近

300微克 /立方米的程度。

什么时段密度最大？一天中的上下班高峰期；

一年中的冬季供暖期。每天早晚的上下班高峰是路

上汽车最多的时候，所以该时段的 PM2.5浓度也最

高。目前，我国北方地区多使用暖气、炉灶等采暖，

南方则以空调为主。这些方式都会使室内热空气上

升，冷空气下沉，形成较强烈的空气对流，易产生扬

尘。冬季人们穿着的衣物，房间的被褥、毛毯等较

多，也会增加扬尘。如果再长时间封闭门窗，更易造

成室内 PM2.5超标。

什么天气 PM2.5最高？雾霾天气、秋季阴雨天。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大气所所长彭应登说，

空气中的二氧化物、氮氧化物等气态污染物，在阴

霾天等特定气象条件下，极容易转化成二次颗粒

物，导致 PM2.5增加。而与夏季的暴雨相比，秋季的

雨多持续时间较短，风速和风力较小，对空气中污

染物的冲刷效果不明显，只能起到增加空气湿度的

作用。潮湿的空气会给悬浮的污染物“穿上”一层

“水衣”，更易造成污染物累积。此外，刚下雨雪或下

小雨、小雪时，空气质量并不能立刻改善；无风无雨

雪的降温天气，也会因冷空气带来的颗粒物，导致

污染更严重。

什么职业最受伤？出租司机等。汽车尾气的污

染，让需要长时间在公路上工作的人成了最大受害

者。绿色和平组织所作的对比试验显示，一天中约

有 37.83%的时间呆在室外的出租司机，远比长时间

呆在室内的办公族吸入更多的 PM2.5，并沉积在肺

内。

如何防住 PM2.5

在中国绿色建筑委员会立体绿化学组副组长

兼秘书长王仙民看来，防控 PM2.5，政府和社会可

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增加道路绿化带、利用屋顶

和墙体做好立体绿化等。

也有人提出，应该进一步提高机动车排放地方

标准，降低汽车尾气的污染。美国空气洁净协会发

布的数据显示，如果整个美国都能用上硫含量

10ppm的燃油(现行标准是 30ppm)，其降低的空气

污染程度就相当于 3300多万辆机动车消失在公路

上。

作为个人，我们则能从以下四方面做好防控。

衣。大雾天如果长时间呆在户外，最好戴上口

罩，医用 N95口罩比较管用，要注意用金属梁夹紧

鼻子。外出回来后要勤洗口鼻，最好用棉签蘸点自

来水或生理盐水清洗鼻腔。

食。做饭时多用蒸煮，少用大火热油炒菜，减少

油烟。雾霾季节，可多吃些富含维生素 C的蔬菜水

果，如葡萄、猕猴桃、橘子、番茄等，提高身体抗污染

能力，也可多吃些梨润肺。嗓子干燥、咳嗽时，我们

可以自制润喉茶。将石斛、百合、麦冬各 3克、大枣 2

枚，冰糖 2粒，加开水 150毫升，泡服。一料可冲泡

2—3次。

住。对付室内的 PM2.5，开窗通风是最有效的

办法，但也要依据室外空气状况而定；厨房使用性

能良好的抽油烟机；空气较干燥时使用加湿器；定

期清扫除尘；少抽烟；屋里多放绿植，绿萝、万年青、

虎皮兰等叶片较大的植物，吸附能力相对较强。冬

季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 20℃以内，不要太高。

行。少开车，堵车就熄火，尽量少开窗。当天

气出现轻微污染时，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呼吸系

统疾病患者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户外锻炼最好

避开一早一晚等交通高峰期，选择公园、景点等空

气较好的场所进行。

責任編輯：XX

医生·疾病与预防

怎么才能防住
（生命时报）“空气质量、雾霾、

PM2.5”，这样几个词，已将人们的
神经牵动了一月有余。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6913名受访者
的调查显示，超九成人感觉空气污

染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此时，雾霾暂退，可城市中污染物
严重超标等问题，仍困扰着每一个
人：我们该如何应对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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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口費封口費""封不了悠悠之口封不了悠悠之口 !!
因為做了不道德或非法的事情,而想要用

金錢去買通知情者,企圖"封"住對方的嘴巴以
遮蓋和掩飾自己的的缺失與違法行徑,往往是
徒勞無功的,而且你所付出來的 "封口費"
(hush money) 往往更成為違法犯紀的證據,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丹尼斯•哈斯特爾特
(Dennis Hastert)就是活生生的一個例子,他因"
性侵犯"而絞盡腦汁付出了大筆的 "封口費"
以"遮羞",結果卻是欲蓋彌彰,讓自己的晚節不
保,這真的是何苦來哉呀..........

位於芝加哥的美國聯邦檢察官日前起訴
丹尼斯•哈斯特爾特,指控他非法支付了三百
五十萬美元的"封口費"(hush money) 以讓
“A某人”(Individual A)對他嚴重的"性侵犯"
違法行為保持沉默,丹尼斯•哈斯特爾特被指
控的罪名是: 聯邦財務不當行為(federal fi-
nancial misconduct)與偽證罪(perjury charges)
。

根據聯邦檢察官的起訴書,丹尼斯•哈斯
特爾特的嚴重 「不當行為」是 " sexual mis-
conduct"(性行為失當)，受害人正是接受他那
筆三百五十萬美元"封口費"的“A某人”,此
外，他的封口費中的170萬美元現金竟然是
刻意從不同的銀行賬戶裡取出來的，以逃避
聯邦政府對他資料的公開要求。

為了防範"洗錢"和犯罪,美國聯邦法律規
定,凡是在銀行帳戶裡提領超過一萬元現金的
,提款人必須據實填寫報告,由銀行上報財政
部與司法部備查,但是"聰明絕頂"的丹尼斯•
哈斯特爾特卻使用另類的"五鬼搬運法",每次
都只提領一萬元以下,以避開填寫報告,他從
2010年至2014年間，分別從自己不同的帳戶
共提領了一百七十萬美元,而當聯邦調查局
FBI找上他問話調查時,他還對FBI撒了謊,做
了虛假的陳述,認為銀行不安全,他提領那些
現金是為了要自己儲存起來(falsely stated
that he was keeping the cash.)。

根據起訴書,似乎也在強烈的暗示丹尼斯
•哈斯特爾特這筆錢是被勒索的,因為在2010
年時，"A某人"和丹尼斯•哈斯特爾會面多
次,至少一次會面中，"A某人"都和丹尼斯•
哈斯特爾特討論過早幾年他對"A某人"不恰
當撫摸的失檢行為(misconduct)，沒過多久，
丹尼斯•哈斯特爾特就開始為"A某人"提供
現金報酬。在控告陳述中也指出"A某人"知
道丹尼斯•哈斯特爾特大部分私生活情況，
並指出FBI曾經質疑過丹尼斯•哈斯特爾特
是不是也被其他政府官員敲詐勒索(criminal
extortion)。

今年七十三歲的丹尼斯•哈斯特爾特算

是一位相當傳奇的人物,他早年前曾是芝加
哥郊區約克維爾城（Yorkville）一所高中鮮
為人知的一名歷史老師和摔角教練,後來心
血來潮,參選從政,當選了三屆伊利諾州議員,
之後憑著自己的努力打拼,從政之途一路飛
黃騰達,居然當選聯邦眾議員，做到了全美
國政治地位第三高的位子--眾議院議長，
如果總統與副總統因故不能夠行使職務的話
,他老兄就可以坐上美國總統的大位,而被大
家稱之為"哈斯特爾特總統", 所以他相當的
厲害 !

丹尼斯•哈斯特爾特是共和黨員，他前
前後後擔任眾議院議長達八年,在國會山莊
長袖善舞,權傾一時,美國政壇著名的"潛規則
"-----"哈斯特爾特規則"（Hastert Rule）,
就是套用他老兄的名字,這個"潛規則"比較冠
冕堂皇的名稱叫做 「多數中的多數規則」
（"majority of the majority" rule）,目的是在
讓多數黨操控眾議院,並且神化眾議院議長的
權威,在規則中明定,任何一個法案如果沒有
獲得多數黨的一半以上的眾議員同意,議長就
可以擋住這個案子,讓案子沒有獲得表決的機
會,所以少數黨為了要成案,必須巴結議長與
多數黨,否則法案就會"不見天日",由此亦可見
,丹尼斯•哈斯特爾特當年的權力有多大,只

是在政黨輪替之後,民主黨重新奪回眾議員控
制權，丹尼斯•哈斯特爾特只有摸摸鼻子,
很無奈的下台了,不過由於他在政壇的人脈很
廣,影響力還在,所以他在離開了議長的職位
之後,馬上在華府做起了"政治遊說客"(lobby-
ist)的職業,專門拿錢為人"喬"事情,但是萬萬
沒有想到的是,幫人"喬"了半天,沒想到現在他
連自己的事情都"喬"不定而搞砸了,如果被法
官定罪的話，他將面臨高達五年的牢獄之災
以及二十五萬美元的罰款,唉,天地之間真的
是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那些為非作歹,企圖花
錢消災以及貫常權色交易的政客們能夠不時
時引以為戒嗎!!

NBANBA是是""鐵打的球隊鐵打的球隊,,鑽石的球員鑽石的球員,,流水的教練流水的教練!"!"

在美國NBA職業籃壇幹教練可能是世
上最高薪,但是又最危險的一份工作, 從日
前芝加哥公牛隊（Chicago Bulls）把首席教
練湯姆提布杜(Tom Thibodeau)炒了魷魚就
可以得到了證明, 在NBA的老闆旁邊做事,
真的是”伴君如伴虎”, 你不要以為你能夠
為他贏球, 你就可以安然無事, 這隻大老虎
只要不高興,隨時都會把你給”吃”掉!

湯姆提布杜是NBA歷史上最快帶領球
隊獲勝 100 場的教練, 他曾被選為 2011 年
NBA的年度最佳教練，有了這樣的經歷夠
了吧 ? 不夠, 因為他沒有辦法率領公牛隊
拿下冠軍, 尤其是今年東區最後一場決賽在
自家球場慘敗在小皇帝詹姆士與克里夫蘭
騎士隊手上的事更是讓公牛隊老闆臉上無

光, 所以湯姆提布杜才會被痛下毒手, 不過
從公牛隊副總裁約翰派克森(John Paxson)在
記者發布會上的說詞來推敲，即使是公牛
隊拿到了冠軍, 湯姆提布杜大概也保不了自
己的” 瓷飯碗” ! 約翰派克森說:” 如果
公牛隊本賽季擊敗了騎士隊，可能已經在
準備NBA決賽的事情了，那麼所有人都應
該不會現在坐在這裡” 他的這番話強烈的
暗示了公牛隊與湯姆提布杜的關係已經無
法修補，不管發生什麼，這次賽季之後,他
都會被解僱, 他非走不可!

我常說,NBA真的是”鐵打的球隊, 鑽
石的球員,流水的教練”, 本來嘛, 在 NBA
作教練, 你能贏球,你就留下來,你不能贏球,
你就離去, 你就走人 這種的來來去去, 幾

乎都是維繫在贏球和輸球之上,大
家都習以為常, 但是湯姆提布杜
的離去卻是個例外, 因為湯姆提
布杜在出任公牛隊的教練之前
的 20多年來,長期擔任NCAA大
學和NBA的助理教練, 所以是一
個標標準準的從媳婦熬成婆的教
練, 他在熬成首席教練之後太有
主見,太有個性, 也太不圓融了,
他與公牛隊的老闆以及老闆的左
右手相處得並不好, 最後搞的水
火不容, 打從今年的一月起,他與
公牛隊的老闆竟然相見不相視,不
再說話,他怎麼可能再待得下去
呢 ?

湯姆提布杜共擔任過公牛隊

五個賽季的首席教練，是公牛隊排在賈克
森(Phil Jackson)和馬濤(Dick Motta)之後任
期第三長的教練，也以255勝139負的成績
成為該隊優勝數目第二多的人。公牛隊的
球隊總經理佛曼(Gar Forman)在宣佈辭退湯
姆提布杜時表示，“我們堅信整個球隊需
要用溝通的氛圍來創建隊裡的信任，從隊
員到教練,到管理層到辦公室前台，這種氛
圍需要所有人朝著同樣的方向努力。當溝
通的氛圍式微時，球隊就很難衍變和成長
。今天我們的決定就是要給球隊一個機會
在未來更加壯大。”

湯姆提布杜在被辭退之後也發表了聲
明:“我很想感謝，也會深切懷念芝加哥的
優秀球迷和美麗的城市。我想感謝我的工
作人員，所有才華橫溢的球員，還有他們
的家人，他們的付出、愛、決心和專業精
神令我和公牛隊都感到榮幸。感謝老闆給
了我這次機會，我們很自豪曾取得的成就
，也一起在低潮中抗爭，努力實現我們對
球迷的承諾，完成他們最值得的期待。我
熱愛籃球，也對籃球界的未來和下一支執
教的機會充滿期待。”

對此，公牛隊最忠實的球迷、美國總
統歐巴馬立刻在”推特”(Twitter)上推文稱
，“我愛 Thib，我覺得他做得很好。看到
他離開，我感到遺憾，但相信很快他就會
被另一支隊伍搶走。”

目前，缺主教練的球隊奧蘭多魔術隊(
Magic）已經火速找到了新教頭, 而這位新
教頭正好就是在好多年前, 在聖誕夜被公牛

隊fire掉的斯凱勒斯(Scott Skiles), 此外, 缺
主教練的新奧爾良鵜鶘隊（New Orleans）
和丹佛掘金隊（Denver）似乎已經有了屬
意的人選，NBA圈內普遍認為湯姆提布杜
都不是這些隊伍新教練的最愛，恐怕他下
個賽季無法執教, 不過由於他與公牛隊的合
約尚未到期, 公牛隊還欠湯姆提布杜大約九
百萬美元的薪酬，在兩年內他可以不愁吃,
不愁穿,躺在家裡面領公牛隊的薪水。

雖然公牛隊假惺惺的透露將會開始廣
泛尋覓新教練，不過在NBA圈裡人盡皆知
的是,現愛荷華州立大學校隊教練何伯格
(Fred Hoiberg) 已經是呼之欲出的接棒的人
選, 公牛隊已經向他開出了五年 2500 萬美
元的合約,何伯格曾是公牛隊以前的球員,
待人相當的友善,媒體對他的印像也不錯,
但是他從不曾承擔任過NBA的教練, 接下
來就看看他是不是能率領公牛隊打出好成
績, 以保住自已 的”瓷飯碗”了 !

公牛隊砸了首席教練的公牛隊砸了首席教練的 ””瓷飯碗瓷飯碗 ”” !!

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請登入李著華臉書www.facebook.com/danny.lee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欲蓋彌彰美國前眾議院議長欲蓋彌彰,,晚節不保晚節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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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the“Authority”) / TIRZ No. 3 will receive sealed bids for
the Allen Parkway Improvements project, located to the west of Downtown Houston, from the Interstate
45 highway interchange on the east to Dunlavy Street on the west. Bids will be received until 11:00 AM,
local time on Tuesday, July 7, 2015,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2
Houston Center, 909 Fannin, Suite 1650, Houston, Texas 77010. Bids received after this time will not
be accepted.

Beginning 11:00 AM, Monday, June 15, 2015, Bid Documents may be purchased for $50 per set
from the Authority by cash; or by cashier's check, certified check, or money order (payable to the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or by credit card (MasterCard, Visa, or Discover). The cost for up
to two sets will be refunded to Bidders who submit a valid bid for this Project and return bidding doc-
uments to the Authority. Addenda are free of charge and will be distributed by email to those who
purchase Bid Documents and attend the pre-bid conference. Bid Documents may also be examined at
plan rooms of the Minority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 (2302 Fannin Street, #165, Houston, TX
77002), Amtek Information and Plan Room (4001 Sherwood Lane, Houston, TX 77092) or viewed online
at isqft.com (requiring a contractor’s account to access the website).

A MANDATORY pre-bid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1:00 PM on Tuesday, June 23, 2015, in the
Authority’s Conference Room, 2 Houston Center, 909 Fannin, Suite 1650, Houston, Texas 77010. All
bidders (general contractors) are invited to attend. Bids will be ruled non-responsive if received from a
bidder who did not attend the pre-bid conference. Late arrivals will not be admitted to the pre-bid
conference.

Bidders shall comply with City Ordinance 95-336 (March 29, 1995) and Exec. Order No.1 2 (June
14, 1995), and City of Houston Affirmative Action and Contract Compliance Division Minority/Women
Business Enterprise (M/WBE) Procedures (June 1995). The successful Bidder will be required to make
good faith efforts to achieve an M/WDSBE participation goal of 20 percent.

ADVERTISEMENT FOR BIDS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 TIRZ No. 3

ALLEN PARKWAY IMPROVEMENTS
太平洋抽油煙機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AC3100 3300, IT30,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自動清洗 ﹐掃除拆洗煩惱:
最先進的技術﹐只需一按AUTO CLEAN就會自動清洗扇
葉油污﹐操作簡單方便﹐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最超強的吸力﹐最低的噪音 :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形成強勁離心吸力﹐全新流線
內部結構﹐使其吸力稱霸﹐噪音最低﹒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全新流線外型﹐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覆蓋四個爐頭﹐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訂購電話﹕281-530-1511

最新最新最新

把看見的油煙看不見的細菌統統一網打盡﹒
優質售後服務﹐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零件十年保證

殺菌抽油煙機

PR 9630A
STAINLESS STEEL

大酬賓特價特價特價
299.00

((台灣製造精品台灣製造精品))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超高溫蒸氣洗」，以超高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蒸好洗」抽油煙機!

有名牌禮品贈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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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66月月1010日日，，NBANBA總決賽第三場總決賽第三場，，騎士騎士
主場以主場以9696比比9191險勝勇士險勝勇士，，拿下總決賽第二場勝利拿下總決賽第二場勝利。。同時同時，，這這
也是騎士隊首次在總決賽取得主場勝利也是騎士隊首次在總決賽取得主場勝利。。

中國男足備戰中國男足備戰
世界杯預選賽世界杯預選賽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中國男足在昆明進行恢複性訓練中國男足在昆明進行恢複性訓練，，隊員們坦言對人隊員們坦言對人
工草皮有點不適應工草皮有點不適應。。由于中國隊與不丹隊由于中國隊與不丹隊4040強賽的主場在不丹是強賽的主場在不丹是
人工草場人工草場，，因此國足教練組經過考察後因此國足教練組經過考察後，，把在昆明的集訓地放在把在昆明的集訓地放在
了昆明大學城的雲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了昆明大學城的雲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那裏的人造草皮與不丹那裏的人造草皮與不丹
主場的草皮條件比較接近主場的草皮條件比較接近。。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5年6月13日（星期六）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當王麗思完成中國隊第27次射門，所有人都目送皮球
滾入網窩後不久，大雨從天而降，雨水、汗水和激

動的淚水混合在這群年輕而不稚嫩的姑娘臉龐上，述說
着一個堅持、相信自己和不到最後一秒絕不放棄
的故事。

“我有點害怕，因為第一場球射中兩
條門柱，所以射門以後我一直跟着那個
球，就怕它再彈出來。”王麗思在賽後終
於笑了，這個在場上一劍封喉的冷血殺手
只有23歲。

對中國足球來說，這一刻已經等
得太久。令人遺憾的
是，2007年女足世界
盃後的將近八年裡，
無論男足和女足都再

未出現在國際足球的最高舞
台 ，
更 不

用說一場勝利。
本場比賽，主帥郝偉在鋒線上作出調整，用韓鵬和

唐佳麗替換古雅沙和李影，這個變化激活了整個前場，
中國隊全場27次射門，完全控制了比賽。上半場，中國
隊就有14次射門，遺憾的是由於大賽經驗欠缺難以將優
勢轉化為勝果。

變陣激活前場 貢獻27次射門
下半場，中國隊仍然佔據壓倒性優勢，在荷蘭隊門

前狂轟濫炸，但也延續着得勢不得分的尷尬。但中國隊
的努力終於在最後時刻贏得幸運之神的眷顧。第91分
鐘，王麗思接隊友長傳，禁區右側將球墊入球門，中國
隊1：0絕殺荷蘭！在首戰對陣加拿大隊時，中國隊擊中
左右兩條門柱的射門正是“90後”王麗思的任意球。
值得一提的是，第75分鐘，中國隊門將王飛在一次

撲救時被對方球員撞倒，王飛雖在簡單治療後重回賽
場，但其傷情仍然令人擔憂。

整場比賽，中國隊貢獻27次射門，控球時間超過
60％。主帥郝偉在賽後稱：“我們第一場經受了很大壓

力，今天能夠打得這麼自信，打出這麼好的
配合，球員的表現值得尊重。”“所有教練
和隊員都很擔心會打成平局，但是球隊最重
要的就是要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與中國隊同組的東道主加拿大隊當日以

0：0戰平新西蘭隊，目前加拿大隊以4分領
跑小組，中國隊與荷蘭隊同積3分隨後，新
西蘭隊積1分墊底。中國隊將在15日（香港
時16日上午7時30分）迎來小組最後一場
與新西蘭隊的較量。 ■新華社、中新社

當地時間 11 日在

加拿大埃德蒙頓進行

的女足世界盃A組第

二輪比賽，中

國隊以1：0擊

敗荷蘭隊，時隔八年再次贏得

世界盃決賽周比賽的勝利。

女足世界盃11日賽果

A組 中國 1：0 荷蘭
加拿大 0：0 新西蘭

B組 德國 1：1 挪威
科特迪瓦 2：3 泰國

女足世界盃激戰正酣，各支隊伍都已
經在世界盃的舞台上亮相了。我的一個整
體感受是，女足世界盃決賽周的隊伍擴容
增多了，但相互之間的實力差距也在拉
大。
我陸陸續續在網絡上看了幾場比賽，

感覺這次女足世界盃擴容到24支隊伍以
後，無論是攻防的節奏，還是比賽的精彩
程度，相比2011年的世界盃賽都有些差
距。但世界盃擴容也是國際足協推動女子
足球發展的一項措施，實力差距拉大的
“陣痛”也是需要接受的。

從亞洲球隊的表現來看，還沒有足夠
的實力來衝擊歐美強隊，美、德、法為代
表的歐美女足無論是在身體素質還是技戰
術水平，都要比亞洲女足高出一個等級。
日本隊從首場比賽的表現來看也很一般。
雖然說，第一場比賽還不能過早下斷言，

但是身體上吃虧還是比較明顯的比較明顯的。。雖然日雖然日
本隊是衛冕冠軍而且首場比賽贏了瑞士本隊是衛冕冠軍而且首場比賽贏了瑞士，，
但我還是不太看好她們但我還是不太看好她們，，估計能打進八估計能打進八
強強，，但衛冕可能性不大但衛冕可能性不大。。

各支球隊相互之間差距拉大的一個各支球隊相互之間差距拉大的一個
重要佐證就是德國隊首輪重要佐證就是德國隊首輪1010：：00橫掃科特橫掃科特
迪瓦隊迪瓦隊，，創造了女足世界盃決賽圈史上第創造了女足世界盃決賽圈史上第
二懸殊比分二懸殊比分。。這樣的比賽可以說沒有甚麼這樣的比賽可以說沒有甚麼
意義了意義了，，對德國隊來對德國隊來
說說，，沒有鍛煉隊伍的意沒有鍛煉隊伍的意
義義，，因為實力差距實在因為實力差距實在
太大了太大了；；對於科特迪瓦對於科特迪瓦
來說來說，，估計也給非洲姑估計也給非洲姑
娘們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娘們造成了不小的心理
陰影；對球迷來說，這
樣的比賽也會影響到整
個世界盃比賽的精彩程
度。 ■新華社

參賽隊伍擴容 差距增大孫雯孫雯
評球評球

■■王麗思王麗思（（中中））進球後慶祝進球後慶祝。。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球員唐佳麗中國球員唐佳麗（（右右））
與對手爭頂與對手爭頂。。 新華社新華社

將中國女足全場第27次
射門轉化為進球的王麗思，在
當地時間11日進行的加拿大
女足世界盃賽以1：0“絕殺”荷蘭隊的賽後說，這個已經足夠精彩的墊射破
門，還不算她生涯最精彩的一個，而她堅信自己還能帶來更為精彩的入球。

慢鏡頭回放捕捉到了第91分鐘破門時的一幕：追着滾向死角的皮球，王
麗思比所有人更早知道，球一定是進了，但她還是不放心，緊跟着把球“護

送”進荷蘭隊大門，然後，她才轉身奔向隊友慶祝。
對此，23歲的王麗思說：“我怕射到門柱彈出來，有點兒害怕，因為第一場球

兩次射中門柱。”上一場以0：1不敵加拿大隊的比賽，王麗思主射的任意球，先後
被近門柱、遠門柱擋出。

當日最後時刻破門，也是王麗思生涯在世界盃上的第一個入球。當被問到這是
否是她生涯至今最精彩的入球時，這個來自江蘇、戴着牙套的姑娘自信地說：
“還有更精彩的，等着吧！”

回憶起自己的足球生涯，王麗思介紹說，小學體育老師覺得她跑得快，但
個子矮，不適合田徑，才讓她改踢足球。談到下一場對陣新西蘭隊的比賽，王
麗思說：“再接再厲，還按我們自己的打法去打。” ■新華社

史高拉利掛帥 誓言令誓言令恒大恒大更強更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恒大新主帥史高拉利連
夜抵達廣州後，12日下午，恒大正
式為這位巴西名帥舉行新聞發布
會，恒大方面表示，決定用史高拉
利頂替簡拿華路出任俱樂部主帥，
是站在推動中國足球的高度作出
的，恒大目標是進入國際足球俱樂
部20強。而史高拉利表示，相信他
的工作將比納比更優秀，他將利用
自己的經驗和執教理念，帶出一支
更強大的恒大。恒大集團主席許家印則希望在新帥的帶領下，球隊能夠再
次實現亞冠中超雙冠王。

換帥經過深思熟慮
11日晚，史高拉利從巴西搭乘飛機抵達廣州，稍作休整後，12日下

午，史高拉利上任的新聞發布會正式舉行。一手操辦聘請史高拉利加盟事
宜的恒大副總裁劉永灼表示，在納比宣布離任之後，恒大便開始全力爭取
史高拉利，“史高拉利是世界足壇為數不多能在國家隊和俱樂部都能取得
輝煌戰績的教練，率巴西隊奪得過2002年世界盃冠軍，奪得過南美自由
盃的冠軍，在亞洲有豐富的執教經驗。事實上，恒大方面在2011年便與

史高拉利有聯繫，多年以來都有着很好的溝通。”
在他看來，F一家俱樂部換帥是俱樂部的重大事項，不

是贏幾場球或輸幾場球來決定的，是從戰略高度來決定
的。此次換帥與以往兩次一樣，恒大都是從俱樂部發展的
戰略高度來考慮的。恒大的目標是進入世界俱樂部20強，
因此邀請史高拉利執教，符合俱樂部一貫以來尋找世界名
帥，以實際行動促進中國足球水平提高的發展戰略。”

此次，包括簡拿華路下課以及新帥到任，恒大的決定
十分突然。對此，許家印並未正面回應。他表示：“恒大
目前已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我們的目標十分明確，就是
通過加強俱樂部的實力，推動中國足球發展，因此，聘請

名帥可以最大限度避免風險。”

目標中超亞冠雙冠
對史高拉利有何期許？許家印表示，當前，恒大傷病問題十分嚴重，

不僅嚴重影響球隊戰鬥力，也將影響接下來征戰亞冠的進程，因此，希望
史高拉利和他的團隊，能夠最快時間解決傷病問題。而長遠目標，則是希
望在史高拉利任期內再次實現中超亞冠雙冠王。
對於執教理念和方法，史高拉利透露，與納比和簡拿華路相比，他會

帶出一支有變化的恒大。“包括我的訓練方法，可能和我的前任們有所不
同。”他相信，通過他們團隊的合作，相信將比納比的工作更出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新帥上任，除了在執教理念方面可能
有變化，恒大的引援也成為媒體關注的焦
點。對此，恒大集團主席許家印12日表
示，在陣容方面，恒大的目標沒有變化，
力爭在5年左右實現全華班。史高拉利也回
應，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在4到6年內，
讓恒大實現全華班陣容的目標。
對於恒大二次引援的話題，史高拉利

表示：“對於現在球隊中的球員，我還沒
有接觸過，對他們的優點和缺點，我還沒
有了解。對於新援，我們會考慮引進，引
進對我們球隊有幫助的球員，但是新援問
題我們還在談判中。”
對此，許家印也明確給出自己的想

法，他表示，至少一年內，在內援方面，
恒大只進不出。而在外援方面，將作出一
定調整。
這也意味着，目前隊內的多名外援，

或在年內被售出或清洗，史高拉利或將引
入符合自己戰術風格的外籍球員。有記者
追問史高拉利與恒大的合同細節，但除了
合同期為兩年半，恒大和史高拉利方面並
沒有透露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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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印許家印（（中中））與史高拉利的教練團合影與史高拉利的教練團合影。。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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